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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01 106學年度開學典禮

了背包客棧─金啾吉，它位於宜蘭市，是一棟老屋

改造成的背包客棧，由一對年輕的夫婦所經營。我

倆一踏入屋內，便受到老闆娘盛情款待，她與我們

聊著成立這背包客棧的由來，是因為他的先生Sam

在台北工作，長期壓力過大，因此生病了，於是熱

愛宜蘭也熱愛旅行的兩人，決定辭去工作搬到宜蘭

養病、定居，並開設了一間供背包客住宿的客棧。

至於金啾吉名稱的由來，是因為老闆娘非常喜歡青

蛙，在供旅人們交流的客廳，到旅人們的房間你都

可以看見青蛙裝飾品或玩偶的身影。

這一夜很特別，我和雅鈞遇

到了一位香港女孩，與五人的

單車環島團，他們與我們分享

了許多故事。這名香港女孩已

經造訪了5次台灣，這是她第

六次造訪台灣，她告訴我們她

非常喜歡台灣，因為這裡的

人們很熱情，很友善，不僅

如此，她們香港人非常希望香港能和台灣一樣享有

民主和言論出版自由。因為她的一席話，讓我和雅

鈞了解到自己是有多麼的幸運可以生於這塊寶島，

享有這麼多的權利與自由。

與五人環島團聊天，起因於我們在小客廳與他們

玩桌遊，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原本是四人的高醫大

單車環島團，直到前幾天吃飯時，遇見了獨自一人

環島的海科大阿坤，他們相互打招呼、寒暄後，發

現阿坤與他們的環島目標、志趣相同，便一同行動

了。他們告訴我們這是他們第2次環島，在每次過

程中，他們都在找尋新的自己，也發現了自己一天

比一天更加進步。不只如此，他們的身份是大五醫

學系學生，他們分享了許多白色巨塔內的故事，他

們說他們有些同學明明不想當醫生，卻因為分數很

高，在父母的期待之下，只好填醫學系，而放棄原

本的興趣。這反映了台灣教育的悲歌，我們都迷失

在追求高分當中，卻忘記了自己的興趣，然而，我

是何其幸運有一對尊重我的父母，讓我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事。次日， 我們吃了老闆娘推薦的炸醬麵

後，便結束了這趟豐富的心靈之旅。

這次兩天一夜的輕旅行，不只是紀念了我和雅鈞

4年多的誠摯友誼，更讓我大開眼界，認識了各式

各樣的人，欣賞了不同的文化風俗，聽了許多的故

事，才知道自己有多麼幸運，可以生長於台灣，可

以擇我所愛。

106.09.30 學優茶會



106.11.06 專業軍官106年班乙班結業暨授階典禮106.10.30 「打造個人品牌讓夢想成真」專題講演



106.11.09 海軍官校70週年校慶「迎向海洋族夢啟航」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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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官校70週年校慶

果。最後，李總長以校歌歌詞「後起有責，光大發揚」，期勉學生們前仆

後繼，努力不懈地繼續為海軍而努力奮鬥，「同學們，加油！加油！」

閱兵分列式後，緊接著是校慶表演活動，海軍陸戰隊樂儀隊率先登場，

以磅礡軍樂搭配各種高難度槍法，將整場活動氣氛帶至最高潮，後續的陸

戰隊莒拳隊也不落人後，他們以俐落地身手，完成多項功力擊破操演，雄偉的殺聲，震撼了全

場；最後壓軸登場的是海軍官校鼓號樂隊，有著悠久傳統歷史且具代表性的樂隊，由學生正期

１０７年班所組成，整齊劃一的隊形與雄壯嘹亮的樂音，也贏得蒞訪來賓的熱情掌聲與肯定，

並為校慶表演活動畫下一個完美的Ｅｎｄｉｎｇ。

中午的校慶餐會，同樣身為「海官人」的李總長，首先歡迎陣容龐大的校友團，包括畢業53

週年的53年班，以及分別畢業50、40、30週年的56、66、76及專66年班校友，尤其李總長身為

66年班一份子，能與同期同學們一同回到母校慶祝，內心非常喜悅，特別強調「我們要回來榮

耀我們的母校」、「海軍官校是我們永遠的根」，充分流露對海軍官校的深摯情感。

由學生們所組成的室內樂團，表演著多首膾炙人口的古典音樂，學生們與校友及家屬們在悠

揚的樂聲中一同會餐，各位校友們彷彿感受到學生們的熱情與活力，各個侃侃而談，分享著當

年的豪情與雄心壯志，年輕學生時代及當時在海上捍衛海疆的點點滴滴。

李總長表示，海軍官校是一個大家庭，一代傳承一代，「我們共同的母親就是海官」，官校

培養、孕育無數人才，才使在座校友及學生們有機會，為海軍、為國家貢獻一己之力，「沒有

海官，不會有今天的我們」。李總長特別提到前校長李恆彰，已90高齡且行動不便，仍堅持出

席今日盛會，「是什麼樣的力量，讓李校長如此堅強？是什麼樣的力量，讓我們齊聚一堂？是

什麼樣的力量，把校友們的心緊緊繫在一起？」總長強調，那是海軍官校所培養出來的情感、

歸屬感，以及傳承使命，也正是海軍「錨鍊精神」的發源所在。

最後，李總長偕同校友、家屬與學生們舉杯歡唱生日快樂歌，歡欣祝賀海軍官校70歲生日快

樂。

海 軍 軍 官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光輝的十月，舉國歡慶，除了慶祝國家生日之外，培育海軍軍官搖籃的

海軍官校也將慶祝70週年的校慶，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學校特地安排了

一系列的精采慶祝活動，其中有檢閱學生閱兵分列式及鼓號樂隊等表演，

同時開放藝文特展室、軍史館、校史陳展室、教育展示室、學生生活區及

左營軍區故事館等供貴賓參觀。

校慶一開始，由學生組成的接官儀隊，列隊迎接參謀總長李喜明上將蒞

校主持校慶慶祝大會，並邀請歷任司令、校長、校友及學生家屬們共襄盛

舉，一同見證海軍官校的進步與成長茁壯，與大家分享著校慶喜悅。李總

長首先主持閱兵分列式，校閱學生部隊雄赳赳氣昂昂的壯盛軍容，肯定他

們動作整齊劃一、精神抖擻振奮，展現出官校生朝氣蓬勃與辛勤訓練的成

海軍官校

  70週年校慶

008  

海軍官校正期108年班／陳羿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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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海軍後進。本文以清末詩人對鄧世昌的歌

詠為析論素材，深入分析詩作，從中建構出鄧

管帶在當國人心中的忠義形象。

貳、鄧世昌生平簡述

鄧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

卿，投身北洋海軍後改名為世昌，廣東番禺

（今廣東珠海）人，生性沉毅，通曉英文，

留意西學。同治6年（1867），進入船政學堂

就讀，學習海軍造船與駕駛專業。同治10年

（1871），鄧世昌登建威艦見習，巡察南洋諸

島，開展海洋襟懷，憑恃著赤忱丹心，衛戍海

疆。同治13年（1874），以優異成績畢業，派

任琛航艦大副，後調任振威砲艦管帶，並代理

揚武艦管帶。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衙門擬定《北洋海軍章程》，訂定海軍軍制，

設置「提督」一員統領全軍，駐威海衛，下設

左、右翼「總兵」等要職，各艦設有「管帶」，

管領一艦之事。海軍發展至此，氣象一新。

船政學堂之前、後學堂培育出海軍各類專

業人才，故李鴻章推崇船政學堂為「海軍開山

鼻祖」。後學堂駕駛班第一期畢業軍官，接受

西式海軍教育，甚至留學英、法國，皆成為北

洋海軍精英，不少人以管帶身分參與了甲午海

戰，如劉步蟾、林泰曾、方伯謙、鄧世昌、葉

祖珪、林永升、邱寶仁、李和、黃建勳、林國

祥。雖然甲午海戰北洋海軍戰敗，但與當日遼

東戰場陸軍將領之怯戰相比，海軍盡全力打海

戰，鄧世昌、林永升、黃建勳等第一期畢業管

帶，與艦同殉，以生命捍衛海疆。

甲午海戰殉難管帶之中，又以鄧世昌之英勇

事蹟，尤為國人崇敬。鄧世昌管帶憑著海軍忠

義精神，勤於艦上諸事，臨戰不懼，指麾致遠

艦官兵護衛定遠艦，於艦損之際，又鼓快俥衝

撞日本吉野艦，雖未能了卻殲敵大願，但忠烈

殉國的形象已長留國人心中。民國106年9月30

日，漢民科技公司副總經理鄧念濠（鄧世昌之

曾姪孫）遵父親鄧堯民先生遺願，捐贈新臺幣

600萬，委由「海軍軍官學校校友文教基金會」

設立「鄧世昌先生紀念獎學金」，用以獎勵本

校績優學生，藉以緬懷先人，並鼓勵本校學生

努力向學，衛戍海疆。為呼應此一美事，筆者

為文追述鄧世昌管帶臨陣奮戰的忠義典範，以

船政學堂前學堂1 

船政學堂後學堂2

106.09.30 鄧世昌先生紀念簽約及捐贈 

           獎學金儀式

著者／陳清茂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 
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詩詠海軍英烈鄧世昌管帶

津設立海軍營務處，辦理海軍軍務。光緒7年

（1881）起，修建旅順、威海衛軍港。光緒8

年（1882）起，聘請英人琅威理（William M. 

Lang）、德人式百齡（M. Siebelin）等人，

擔任「北洋海軍總查」（The Chief Inspector 

of the Northern Naval Squadron）。光緒11

年（1885），北洋艦隊成軍，負責守衛奉天、

直隸、山東等海域。光緒14年（1888），海軍

壹、前言

同治5年（1866），清政府於福州設置船政

學堂，開始培養駕駛、製造人才。同治13年

（1874），江蘇巡撫丁日昌建議籌建北洋、東

洋、南洋三支水師，總理衙門決定先創設北

洋水師。光緒元年（1875），北洋大臣李鴻

章督辦北洋海軍，於光緒5年（1879），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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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籌建北洋海軍時，以鄧世昌嫻熟軍艦

管帶事宜，故調任北洋水師，任飛霆、鎮南砲

艦管帶。光緒6年（1880），鄧世昌隨丁汝昌提

督赴英國接揚威、超勇兩艦，眼界既寬，更加

留意西方海軍知識、海權發展趨勢。光緒8年

（1882），朝鮮內亂，日本趁機派兵干預，鄧

世昌跟隨丁汝昌以兵艦護送浙江提督吳長慶的

部隊馳援。任務達成後，鄧世昌升任游擊，並

賜「勃勇巴圖魯」勇號，任揚威艦管帶。光緒

13年（1887），清政府向英、德訂製之致遠、

靖遠、經遠、來遠等四艦竣工，鄧世昌奉令出

國接艦，以營務處參將之官銜，兼任致遠艦管

帶。光緒14年（1888），李鴻章以鄧世昌訓練

船艦得力，奏准賞換「噶爾薩巴圖魯」勇號，

同年北洋海軍成軍後，仍兼致遠艦管帶。

光緒20年8月18日（1894.9.17），甲午海戰

爆發，鄧世昌指揮致遠艦與日本聯合艦隊在黃

海激戰。鄧世昌於彈盡艦傷之際，激勵將士全

速前進，準備撞沉日本吉野艦，不幸被對方艦

砲擊中，右舷進水傾斜而沉沒於滄海，鄧世昌

與全艦將士壯烈犧牲，享年46歲，謚號壯節，

追贈太子少保，與左寶貴並稱國之「雙忠」，

入祀京師之昭忠祠，並頒授鄧母郭氏匾額，以

昭示其教子有方，足資旌獎。光緒帝特撰對

聯，弔輓鄧世昌之英魂：「此日漫揮天下淚，

有公足壯海軍威。」鄧世昌治軍謹嚴，任事精

勤，訓練有方，廉介自持，臨戰不懼，以船為

家，甲午海戰捐軀後，家無餘財，只留一抹英風。

參、海戰留英名

光緒20年8月18日（1894.9.17）12點50分至

5點45分，清、日兩國海軍於黃海進行大規模的

海戰，史稱「黃海海戰」。黃海戰場位於鴨綠

江出海口的大東溝，故又稱大東溝海戰、鴨綠

江海戰，日本則稱海洋島海戰。

黃海海戰中，丁汝昌提督率領北洋艦隊，

迎戰由伊東祐亨中將所率領之日本聯合艦隊。

北洋艦隊各艦多設置大口徑重砲，且多為前主

砲，丁汝昌審酌艦上武器特性，採用琅威理指

導的鱗次橫陣，以艦艏迎敵，可發揮艦艏重砲

威力，遭敵艦砲攻擊的截面積也比較小，然而

卻也存在著不易維持隊形、指揮困難的缺點。

日本聯合艦隊艦艏重砲較少，舷側速射砲多，

則採用單縱陣隊形，各艦縱向前後排列迎戰，

以發揮舷側速射砲的火力優勢及新式船艦的

機動力。日本聯合艦隊依船速的快慢，將航行

速度較快的新銳戰艦編為第一游擊隊（吉野、

浪速、秋津洲、高千穗等四艦），以穿插、分

割方式，攻擊北洋艦隊橫隊翼端的弱艦，艦速

稍慢的本隊（松島、嚴島、橋立、扶桑、千代

田、比叡、赤城、西京丸等八艦），則遷制北

洋艦隊主力。

12點50分，定遠艦發現日艦蹤跡後，於相距

6,000m時，首先發砲，鎮遠艦繼之，然因遠距

而無法命中日艦。日艦則等到北洋艦隊進入其

速射砲3,000m的射程時，才開始還擊。日軍第

一游擊隊先攻擊清軍右翼的超勇、揚威兩艦，

其中超勇艦被擊沉，揚威艦中彈起火，撤退時

觸礁擱淺。日軍本隊則全力圍攻定遠、鎮遠兩

艘鐵甲艦。定遠艦的旗號信號裝備被日艦砲彈

摧毀，失去指揮艦隊作戰能力。鄧世昌為解救

軍醫院中砲起火的定遠艦，趨前與日艦展開砲

戰，在艦體受到重創之後，欲撞沉吉野艦，最

後被其艦砲擊沉，鄧世昌及全艦官兵殉職。日

軍第一游擊隊又圍攻經遠艦，林永升管帶中

砲，腦裂而死，經遠艦最後也被擊沉。濟遠艦

方伯謙管帶，於致遠艦沉俥之際，未能肩負起作

戰任務，先行駛離戰場，廣甲艦吳敬榮管帶亦

隨之駛離。廣甲艦在逃離戰場途中觸礁擱淺，

官兵被迫自爆沉艦。北洋艦隊剩餘的定遠、鎮

遠、來遠、靖遠四艦，全力抵抗日艦圍攻。下

午5點45分，日本聯合艦隊見無法完全殲滅北

洋艦隊，遂收隊撤兵，確保戰果，黃海海戰結

束。

本海戰北洋艦隊共損失揚威、超勇、致遠、

經遠、廣甲等五艦，殘部重新編隊後，退回旅

順軍港。事後丁汝昌呈報海戰戰況，清廷認定

濟遠艦方伯謙管帶因怯戰逃跑，被陣前處死。

黃海海戰一役，北洋海軍戰敗，日本聯合艦隊

戰勝，日本取得黃海、渤海制海權，也影響甲

午戰局的最終結果。

肆、詩人筆下的鄧世昌忠烈形象

清、日兩國黃海大海戰，北洋海軍雖以損失

五艘戰艦的敗績收場，然而大多數參戰的海軍

官兵戰志昂揚，奮戰不懈。其中鄧世昌欲撞敵

沉艦的忠義壯節，更獲得當時朝廷要員、社會

輿論的極高頌揚。關心黃海大海戰戰況的詩人

們，一一提起悲切詩筆，悼念海上英烈－鄧世

昌管帶！

王春瀛〈甲午三忠詩．鄧世昌〉詩，以感

性而悲壯的詩筆，哀鄧世昌未能如願地撞沉日

艦，弔其堅溺滄海的壯節：

萬里樓船下，龍旗據上游。前軍甘避舍，大

將怒沉舟。

殺賊留餘恨，孤生亦足羞。魂兮歸也未？東

海暮雲愁。

黃海海戰彼我陣形　圖．第一圖3田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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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溝海戰天如墨，砲震煙迷船掀側。致遠鼓

楫衝重圍，萬火叢中呼殺賊。

勇哉壯節首捐軀，無愧同袍誇膽識。梁宏立

志果不虛，生當封侯死廟食。

愧殺遼東眾將弁，曳兵棄甲無人色。喧傳中

外盡驚奇，兵餉虛糜尚減剋。

那堪平旅如金湯，拱手讓人千萬億。措置乖

方咎孰歸，春秋大義為賢責。

粉飾因循若養癰，堂堂師挫彈丸國。我欲退

步學神仙，不願長為世所抑。

功名富貴本由天，任爾畸士求不得。嗚呼！

流芳遺臭竟如何？懦夫貪夫聽我歌。

廣廈千間眠七尺，良田萬頃食無多。曷不為

國執干戈？君不見，蒙恥貪祿一剎那！

「東溝」指鴨綠江出海口的大東溝海域。

詩云「東溝海戰」，即黃海海戰。大東溝海戰

是以燃煤產生蒸汽為動力，艦砲為主要攻擊武

器之大型海上作戰，戰況為當代各國海軍所關

注。本詩開頭兩句，詩人先敷陳「天如墨」、

「砲震」、「煙迷」、「船掀側」等海戰場

之具象辭語，透過聲音、震動、顏色，營造

出清、日兩國戰艦猛烈互擊的戰場氛圍，再聚

焦於鄧世昌血戰的英勇壯舉（「致遠鼓楫衝重

圍，萬火叢中呼殺賊」）。清．姚錫光《東方

兵事紀略．海軍篇》云：「致遠藥彈盡，適與

倭船吉野值，管帶鄧世昌……謂倭艦專恃吉

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遂鼓快車，

向吉野衝突。」「致遠鼓楫衝重圍，萬火叢中

呼殺賊」三、四兩句，描寫鄧世昌在烽煙遍布

的海上，為解救定遠艦被日艦圍攻之危，不顧

致遠艦已受艦砲重創，指揮作戰意志昂揚的致

遠艦，脫離左翼編隊，運用「撞擊」戰術，全

力衝撞吉野艦，背後的戰略考量，在於撞沉航

速高（自然通風20節／強壓通風22.5節），極

具戰力的吉野艦，以打亂日本聯合艦隊的攻擊

陣形，使我軍得以集中應戰。「勇哉壯節首

捐軀」的鄧世昌，誓與致遠艦同沉滄海，既贏

得戰場上海軍同袍的誇讚，也得到國人「生當

封侯死廟食」的至高崇敬。鄭觀應一路描寫鄧

世昌的壯節事蹟後，忽然插入「愧殺遼東眾將

弁，曳兵棄甲無人色」兩句情境轉折句，將遼

東戰場陸軍諸將（指葉志超、衛汝貴、吳大

澂、趙懷業、龔照璵等人）一臨戰即曳兵棄甲

的慘無人色，與鄧世昌指揮作戰的無懼膽色對

比，使讀者心中自然形成鮮明的評價。「喧傳

中外盡驚奇……蒙恥貪祿一剎那」等句，以長

篇幅詩句痛責遼東戰場諸將，不願效法鄧世昌

捨身抗敵，卻甘為蒙恥貪祿之「懦夫貪夫」，

輕易將平壤城、旅順港等金湯要地，拱手讓

敵，遺臭千古！其中「兵餉虛糜尚減剋」句，

乃諷刺衛汝貴家業已極富裕，統兵支援朝鮮作

戰時，仍扣剋軍餉，造成兵勇不滿。本詩流露

出鄭觀應對大東溝海戰英雄鄧世昌的哀悼之

情，譴責遼東貪懦將領失能瀆職，批評朝廷施

政因循苟且，暗諷北洋大臣李鴻章處置無方，

使得實力本為東亞之雄的堂堂大國海軍，竟挫

敗於彈丸小國之軍，令國人無限唏噓。詩中間

有道家學仙，功名天定的念頭，正是作者對國

家時局無力、陸軍將領失職的無奈反諷。

張其淦，以五律聯章的詩歌體制，作〈挽鄧

壯節公世昌〉詩四首，依時序歌詠鄧世昌一生

的志向及其海戰忠壯事蹟：

點石齋畫報．僕犬同殉

甲板上高聳桅杆懸掛著清朝海軍黃龍旗（見

附圖），巡曳於黃海的北洋海軍艦隊，一遭遇

日本聯合艦隊，由丁汝昌提督駐艦指揮的定遠

艦，在槍砲大副沈壽俥的砲令下，水手首先發

射305mm克虜伯巨砲，開啟黃海海戰序幕，不久

後雙方即展開猛烈的海上砲戰。雙方經過一番

慘烈的砲擊，北洋艦隊屈居下風。致遠艦為穹

甲巡洋艦，舷側無裝甲防護，然而鄧世昌管帶

心存「大將怒沉舟」的死戰決心，解救定遠艦

之危（定遠艦軍醫院中彈起火），於艦傾（右

舷傾斜30°）彈盡之際，拼最終一搏，指揮本

艦全速衝撞吉野艦，最後被其無情艦砲擊沉，

「殺賊留餘恨」！海上載浮載沉的鄧世昌，因

「孤生亦足羞」之故，欲與艦上弟兄同生共

死，放棄“左一”號魚雷艇馳救，與其豢養之

太陽犬同溺於深邃滄海。鄧世昌與全艦將士共

246人，壯烈犧牲。與致遠艦同列左翼編隊的

濟遠艦、廣甲艦，在致遠艦沉俥後，不肩負起

左翼作戰任務，卻倉卒離開戰場（「前軍甘避

舍」），形成強烈對比。王春瀛懷想昔日黃海

戰場的激戰場面，海天暮雲彷彿染上一抹壯士

的悲愁，葬身滄海的海軍英魂，是否已魂歸梓

里呢？本詩流露出詩人心中無限的哀悽：哀國

士已亡！

鄭觀應〈聞大東溝戰事感作〉詩，以具象的

詩筆描寫當日大東溝海戰之激烈，頌揚鄧世昌

為國捐軀的忠義精神，並凸顯當日遼東戰場上

陸軍諸將的貪懦畏敵： 
日本吉野艦5     

北洋海軍致遠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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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投筆去，意氣似班超。異域星霜變，重

溟瘴霧消。

投壺閒把酒，倚劍欲干宵。南海波濤濶，深

秋別思遙。（第一首）

第一首詩描寫鄧世昌年少投筆向海的昂揚遠

志。同治6年（1867），鄧世昌考入船政後學堂

第一屆駕駛班，學習海軍專業，時年18歲，故

云「少年投筆去」。「南海波濤濶，深秋別思

遙」兩句，張其淦自註：「壯節由出洋學生管

帶輪船。」同治10年（1871），鄧世昌登建威

艦見習，巡行南洋諸島，驗證所學專業，張開

航海眼界。同治13年（1874），畢業派任琛航

艦大副，後調任振威砲艦管帶，並代理揚武艦

管帶，磨練統艦作戰智能。鄧世昌投筆從戎，

意氣極似班超，加入海軍行伍，把酒倚劍，志

在波濤壯闊的汪洋，終能如願地管帶致遠艦，

乘千里長風，破萬里巨浪。

隱隱檣帆列，煙迷鴨綠江。合圍誰陷陣？飛

砲激驚瀧。

雲合鳥偏散，羣孤雁不雙。隻輪飛去似，鼓

力怒相撞。（第二首）

第二首詩描寫大東溝海戰場景及鄧世昌孤

身率艦奮戰的形影。位於鴨綠江口的大東溝海

面，因清、日雙方戰艦俥列對戰而煙霧迷漫。

「隱隱」、「煙迷」的修辭，映襯出當日戰況

之激烈。「隻輪飛去似，鼓力怒相撞」兩句，

指日本聯合艦隊包圍北洋艦隊猛攻時，鄧世昌

在密集飛砲激射的險境中，有如離俥孤雁般，

指揮致遠艦脫離左翼編隊突圍，全速撞向吉

野艦，盼能減損日軍的主戰力。淺野正恭《日

清海戰史．第五章》也記載鄧世昌此戰術行

動：「致遠有豪勇敢為之艦長，開戰伊始，即

出陣外，與游擊隊挑戰，因之連受數彈，右舷

傾側。」當戰況激烈時，同列左翼編隊的濟遠

艦、廣甲艦卻藉故駛離戰場，不與致遠艦並

肩抗敵，張其淦特用「隻」字（「隻輪飛去

似」），無奈地凸顯出鄧世昌「知其不可而為

之」的孤軍作戰形影。

閩江與粵海，相較意如何？未慰同舟願，愁

聽棄甲歌。

蒼茫誅馬謖，惆悵失廉頗。落日愁雲起，瀾

翻怨老鼉。（第三首）

第三首詩作則點出當時北洋海軍隱然內分閩

派、粵派，將領們不能同舟齊力抗敵，甚至有

臨戰遁逃而遭陣前處決者（方伯謙－閩系），

故云「愁聽棄甲歌」。船政學堂後學堂駕駛班

第一屆畢業生中，閩籍23名，粵籍10名。這些

畢業軍官接受西方海軍教育，甚至留學歐洲，

都是北洋海軍的精英，卻也因籍貫不同而形成

派系之爭，故云「閩江與粵海」，其中又以閩

系為主。閩系、粵系將領之間彼此較量，甚至

相扞格、排擠，影響北洋海軍整體的指揮、訓

練成效。粵籍的鄧世昌，行事風格迥異於閩

系管帶，亦常苦於派系之爭。「蒼茫誅馬謖，

惆悵失廉頗」兩句，「蒼茫誅馬謖」指遭軍前

處決之濟遠艦方伯謙管帶，「惆悵失廉頗」則

指與艦共存亡的鄧世昌管帶。「蒼茫」、「惆

悵」兩詞，正道出作者的深沉無奈：一處決，

一戰死。

遐想渡遼策，真留海上名。中流憑砥柱，他

日憶干城。

鷁首歸何處？鴻毛死笑輕。鬚眉洵不愧，遺

貌識真卿。（第四首）

第四首詩由鄧世昌的英偉遺照，高度肯定其

殉職壯節。張其淦自註：「公有遺像，洋人爭

購。」鄧世昌身為北洋海軍的中流砥柱，國之

干城，雖凜然殞命滄海，他日卻成為後人憑弔

的對象，在中華民族海軍史上留下海戰英雄的

美名，故其遺像也廣為流傳。「鷁首」本借代

船，此指沉溺大海的致遠艦。凝觀鄧世昌遺像

之英偉容顏，彷彿識得如顏真卿般之忠節，作

者懷想他在戰場上「鴻毛死笑輕」的豪氣，其

中「真留海上名」詩句，實為鄧世昌成就其海

軍志業的中肯評價。

繆鍾渭〈紀大東溝戰事弔鄧總兵世昌〉，以

長篇幅的七言詩句，描寫當日大東溝海戰的慘

烈戰況，並將焦點聚集在鄧世昌總兵臨戰時的

忠勇，及其艦亡人亡的壯節形象：

陰雲黤慘海氣黑，王濬樓船誓殺賊。兩軍鏖

戰洪濤中，雷霆鏗鍧天異色。

高密後裔真英雄，氣貫白日懷精忠。砲石攻

擊亂如雨，血肉激射波濤紅。

敵艦紛紛多擊毀，我舟力盡亦沉水。不分猿

鶴與沙蟲，全軍盡葬魚腹裏。

將軍歷險得生出，當留此生待異日。志存滅

虜圖再舉，疇謂將軍節遽失？

將軍大呼曰不然，甯為玉碎毋瓦全。誓與士

卒共生死，人死我生何靦顏？

嗚呼人生孰不死，死亦要貴得其所。重如泰

山輕鴻羽，流芳遺臭俱千古。

將軍視死甘如飴，凜凜大節青史垂。嗟彼軍

前身伏法，畏敵如虎亦奚為？

本詩先舖陳慘烈的大東溝海戰場面，再聚焦

於鄧世昌捨身取義的崇高志節。第一段（「陰

雲黤慘海氣黑……全軍盡葬魚腹裏」）12句，

描寫大東溝海戰激戰場面。作者首先以晉代王

濬率樓船沿江直取吳都建康的典故，用以借指

立誓率艦殺倭，實為高密英雄後裔的鄧世昌。

致遠艦軍官合影6             (圖中以圈標示者為鄧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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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20年（1894）9月17日上午12點50分，原

本大東溝海天清朗，浪靖波平，因清、日兩

軍於海上激烈鏖戰，使得澄澈海天瞬間變為

慘淡黯黑，海面被一枚枚落彈炸起陣陣波濤。

「鏗鍧」本指鐘鼓聲相雜，詩人以「雷霆鏗

鍧」辭語，寫實地形容砲彈炸開鐵製船殼的巨

響。「炮石攻擊亂如雨……全軍盡葬魚腹裏」

等句，則描寫大東溝海上混戰中，我方艦沉人

亡的慘烈。敵艦舷側布列的速射砲猛烈攻擊我

艦，如落雨般密集的砲彈，不是鑿穿艦體，就

是在甲板上爆炸，到處是水手「血肉激射」的

恐怖場面。「不分猿鶴與沙蟲，全軍盡葬魚腹

裏」兩句，指在海戰中我方被擊沉的戰艦，不

論是軍官或水勇，全沉溺於冰冷的滄海中。戰

後清算：我方經遠、致遠、超勇等3艦被擊沉，

揚威、廣甲等2艦自爆沉沒，定遠、鎮遠、來

遠、靖遠、濟遠、平遠、廣丙等7艦受創；日方

則松島、比睿、赤城、西京丸等4艦重創，無艦

沉沒。第二段（「將軍歷險得生出……畏敵如

虎亦奚為」）16句，將描寫聚焦於鄧世昌面臨

戰場生死交關時的抉擇！「將軍歷險得生出，

當留此生待異日。志存滅虜圖再舉，疇謂將軍

節遽失？」4句，言鄧世昌若願獲救，才會有

再戰日倭的機會，此為當時朝野均可接受的抉

擇，並不算戰場失節。艦沉落海的鄧世昌，身

環救生圈而飄浮在海上，又遇友艦馳救，本可

獲救脫險，日後再俟機滅敵，然而他抱著「甯

為玉碎毋瓦全」、「誓與士卒共生死」的決

心，不願靦顏獨活，決意沉海，竟棄救生圈而

溺死，死得其所，凜然高節，流芳千古。「嗟

彼軍前身伏法，畏敵如虎亦奚為」結尾兩句，

特以「畏敵如虎」來形容方伯謙駕濟遠艦逃離

黃海戰場的驚懼貌，後來在旅順被陣前行刑之

事，來映襯鄧世昌奮戰殉命之節義。

慘烈的黃海海戰，對於國人的衝擊是巨大

的。北洋海軍成軍背後蘊含的意義是花大筆經

費建置的現代化海上軍力，是國家力量的展

現，東亞制海權掌握於中國之手。甲午戰爭爆

發後，被國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海軍，因種種內

外因素，卻以戰敗收場，未能扭轉甲午戰局。

清末詩人以詩篇歌詠鄧世昌管帶殉戰忠節，反

映的正是當日國人對黃海海戰的普遍性評價，

並悲嘆外國侵逼的民族危機。

陸、結語

畢業於船政學堂後學堂駕駛班第一期的鄧世

昌，通曉西學，精習輪機、航海之術，具有濃

烈的海權觀念，為優秀之指揮、作戰人才。鄧

世昌治艦謹嚴，任事勤明，廉潔自持，以艦為

家，膺任致遠艦管帶，憑恃著滿腔忠義、赤忱

丹心，於黃海戰役中，盱衡全局，臨陣當先，

護衛旗艦定遠艦於前，衝撞日本吉野艦於後，

雖不幸艦沉人亡，但衛戍海疆，以身殉國的颯

颯英風，永為我海軍後輩的不朽典範！

震撼時局的黃海大海戰，北洋海軍雖以損

失五艘戰艦的敗績收場，卻有鄧世昌欲撞敵自

沉的忠義勁節，鼓舞民心，獲得當日朝野輿論

的頌揚。感時憂世的詩人，關心甲午戰局的

發展，莫不手拾悲切詩筆，以詩句悼念沉溺深

海的鄧世昌管帶！王春瀛以感性、悲壯交融的

詩句，哀鄧世昌未能如願地撞沉吉野艦，憑

弔其堅溺深海的忠節。鄭觀應以具象的筆觸，

寫實地描摹大東溝海戰之慘烈，頌揚鄧世昌為

國捐軀的忠義英風，凸顯遼東戰場上陸軍諸將

弁的貪懦畏敵。張其淦歌詠鄧世昌平生高志，

及其忠壯之海戰事蹟。繆鍾渭運用文字的靈活

想像功能，使讀者有如親臨慘烈的大東溝海戰

現場，再將焦點聚集在鄧世昌臨戰時的忠勇無

懼、艦亡人亡的壯節形象。頌揚鄧世昌的詩歌

作品，大體上以現實的筆法，敘寫鄧管帶的英

勇事蹟，再緣此而生出感性的緬懷。詩人筆下

的鄧世昌英雄形象，長留國人心中，我海軍後

進當踵繼鄧世昌的精神，迎向海洋，衛戍海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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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北角海域-戰場與環境特性

多活動的海底火山，以及熱液作用。海底煙囪的

壽命在200-500年間，其高度矮則1-2公尺，高則

7-8公尺，其活躍性會受地殼下方岩漿活動強弱

而有不同。南沖繩海槽有100公里寬，向西變窄

並終止於宜蘭陸棚 (Ilan Shelf)，在海槽中央

部分水深可達約2,300公尺，其大體的走向為東

北東-西南西，而海槽中央的線型凹陷則呈現東

西走向的雁行排列。

(三)琉球島弧 (Ryukyu Arc)：為一長條狀火

山島弧，水深僅 100-200公尺，部分露出海面成

島嶼，如與那國島、石垣島、西表島等，使黑潮

主軸大大向南偏移。宜蘭外海的龜山島，為琉

球群島 (亦即琉球島弧) 的最西端。琉球海溝 

(Ryukyu Trench)是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沒入歐

亞大陸板塊之接縫處，向西延伸到約123∘E處，

即加瓜海脊接觸海溝的地方，水深介於4,000-

6,000公尺之間。臺灣東北部海域高低起伏的海

脊、海弧與海槽，是觸動黑潮海流驟動發生的地

方，而大陸棚邊沿是產生巨型內波的地方。

(四)火山島嶼-北方三島與釣魚臺：臺灣北方

三島與釣魚臺位於東海南部的大陸棚邊緣附近。

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此三島嶼的地理位置

及形貌，均於西元1866年6月，英艦「薩木特」

號艦長「普魯柯」少校，投錨於棉花嶼 附近水

深之處所測定，並賦予正式英文名稱。目前，

國際海圖採中文音譯，分別為：彭佳嶼 (Peng 

Chia Yu)、棉花嶼 (Mien Hua Yu)、花瓶嶼 (Hua 

Ping Yu)來標示。此三島嶼為臺灣東北的三個各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壹、前言

臺灣的北部是我國的政經文化中心的所在地；

首先，中央政府所在地在臺北，環繞在旁的是2

座國際商港-基隆、台北港，2座國際機場-桃園

國際機場與松山國際機場，3座核電廠設在北海

岸，在臺北市附近還有水庫與發電場與不計其數

的大公司、商辦與老百姓，其戰略位置不容小

覬，也因此海軍每日都派艦艇在臺灣北部海域巡

弋，以確保國土的安全。

但是，身為海軍的我們，你知道你的偵巡海

域下面有數十座海底火山，而且大部分是活火山

嗎? 你知道你的偵巡海域下面有斷層，而且是活

動斷層，連接到陸地，且附近有3座核能電廠嗎?

身為海軍軍官地我們，能夠深切了解我們地偵巡

區域--臺灣東北角海域。

貳、地理位置與海底地形(含島

嶼與海底火山)

臺灣東北角海域，主要是由東海大陸棚、沖

繩海槽(Okinawa Trough)及大陸棚有三條下切的

海底峽谷，從西到東分別為基隆海谷 (Chilung 

valley)、棉花峽谷 (Mien-Hua Canyon)、北棉

花峽谷 (North Mien-Hua Canyon)。棉花峽谷

上游有三個島，分別是彭佳嶼、棉花嶼與花瓶

嶼(稱為北方三島)。北棉花峽谷的東方約40海浬

處，就是釣魚臺。而這4個島都坐落在東海大陸

棚邊緣200公尺等深線上。過了200公尺的大陸棚

邊緣，水深急降至1000-2000公尺的沖繩海槽。

以下分別介紹臺灣東北角海域的主要海底地形。

(一)東海大陸棚(Ch i n a  C o n t i n e n t a l 

Shelf)：東海是指長江出海口以南、中國大陸以

東的大片海域，為太平洋西部的陸緣海之一，亦

為全世界最大的大陸棚。南接臺灣海峽，北臨黃

海以長江口北側與韓國濟州島的連線為界，東臨

太平洋，以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島為界。東海的面

積大約是70餘萬平方公里，水深約在200公尺，

最深處接近日本沖繩本島西側的沖繩海槽(圖

1)。

(二)沖繩海槽(Okinawa Trough)：沖繩海槽

是板塊隱沒作用的弧後 擴張所引起的，目前許

臺灣東北角海域
　－戰場與環境特性
著者／毛正氣
海軍官校77年班
曾任大氣海洋局局長
海軍備役上校

你知道你的偵巡海域是黑潮海水與東海大陸棚海

水交換處，造成湧升流、渦漩與內波，將深層富

營養鹽的冷海水攪起至水面，吸引魚蝦及浮游生

物的聚集，成為漁民爭相前往的「漁場」嗎?你

知道渦漩、湧升流與內波會影響海軍艦艇聲納裝

備的使用與魚雷的發射，嚴重影響海軍作戰裝備

效能?你知道你的偵巡區域的東北角海域自2000

年來，發生了8起船難事件，16人死亡，73人失

蹤；為什麼?你知道自2011年至2013年，東北角

瘋狗浪就有20員死亡及多人受傷嗎?

本文有系統的完整介紹臺灣東北角海域；第

二、三節將介紹臺灣地理位置、東北部海底地形

與海岸地形。其次介紹北部海流系統與海地區海

域特殊海象，以及東北角海事與瘋狗浪事件，讓

臺灣東北角海域是我海軍艦隊的偵巡區。複雜的海底地形與水流系統常使我海軍軍官在執

行任務時輕忽，殊不知東北角海域的海岸地形、海底斷層與火山潛在影響著我國國民的安全；

岸邊的瘋狗浪與離岸流也已奪去許多國人性命。海域中湧升流、渦漩與內波造成漁場，吸引魚

蝦、浮游生物聚集；但另一方面，此種海水運動，卻嚴重影響著海軍武器與裝備的發揮、戰術

戰法的執行與潛艦航行的安全，身為海軍軍官的我們，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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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獨立的火山島嶼，鼎足而立，為整個東北亞航

線必經之航道，尤其是花瓶嶼及彭佳嶼，因地形

出，早年為航海家最重要的航標。1

1.彭佳嶼(Agincourt Island）

彭佳嶼又名「草萊嶼」，俗稱「大嶼」。形貌

略似梯形，位於東經122.5o，北緯25.38o，距離

鼻頭角 56.22公里，海拔142公尺，島之周圍長

4,29公尺，面積1.14平方公里。島上有駐軍、海

關燈塔、氣象觀測站，並有直昇機場，在燈塔附

近有兩個完整的火山口，是北方三島中唯一有人

的島嶼。

2.棉花嶼(Crag Island)

棉花嶼介東經120.1o，北緯25.5o，面積約

0.12平方公里，距鼻頭角43公里。南北最大長約

800公尺，東西最大寬度約530公尺，最高點為61

公尺。東南崖下海蝕臺地發育甚佳，地盤仍在上

升。全嶼之海岸線幾為平直斷崖，僅西岸之西北

角一小灣為唯一可能登岸地。

3.花瓶嶼(Pinnacle Island)

此嶼英文名稱為尖島之意。係由一小島和許

多岩礁組成，面積約0.03平方公里，距鼻頭角 

31.72公里，島嶼長度不超過180公尺，寬約80公

尺，最高點51公尺，遠望似一支花瓶。一般漁

民稱該嶼為「扛轎嶼」，據漁民說自東北海域遠

眺，有如一頂轎子。

北方三島擁有豐富魚產、珊瑚漁場及稀有野

鳥。三島居於寒  暖二流交會處，暖流自菲律東

部經蘭嶼、蘇澳達三貂角而北折；寒流由大陸沿

岸南下。另有強勁的黑潮支流逼進，故水產分佈

得天獨厚，自富貴角經彭佳嶼至三貂角以東一

帶，更是經濟魚類與珊瑚產區。

4.釣魚臺(Diaoyu Islands，日文譯名為

Senkaku Islands)

 釣魚臺列嶼是位於臺灣東北角的群島，位於

八重山群島與臺灣以北的中琉界溝南段，由釣魚

臺、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島嶼及

岩礁構成，總陸地面積約6.12－7平方公里，其

中主島釣魚臺之面積約3.8－4.4平方公里，高

363公尺。各島泥土不厚、風浪較大，僅釣魚臺

上有淡水溪流。19世紀末期至太平洋戰爭期間曾

有人定居，惟現今各島均為無人島。2

長久以來，釣魚臺是臺、中、日領土爭執的

地點。日本對於釣魚臺的企圖不僅僅是領土主權

這種空泛的概念，真正被日本看重的是釣魚臺周

遭海底的能礦資源。這些能礦資源可以讓日本從

一個資源貧瘠的國家，一躍成為坐擁豐富石油天

然氣的資源大國。根據日本2003年的探測，釣魚

臺周邊海域的石油儲藏量高達約1000億桶(相當

於整個伊拉克儲量)，除此之外尚有相當豐富的

天然氣及鈷錳鎳等金屬。單就釣魚臺蘊藏1000億

桶石油來說，若以現今每桶95美元計算，共值約

280兆臺幣，約是臺灣20年的GDP總和。3

(五)海底火山與龜山島 (Gueishan Island、

Steep Island)

臺灣東北海域是菲律賓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的

隱沒帶。此處海底地層仍持續活動之中，因此造

成區域內地震頻繁，地熱很高，區域內海底火山

林立－龜山島方圓60海浬內至少有70座火山，其

中十幾座還是屬於活躍型的火山，而龜山島是唯

一露出水面的活火山。龜山島，又稱龜山嶼，最

早的名字叫煙斗嶼；國際海圖名稱為五獅嶼。龜

山島東西寬3.1公里，南北長1.6公里，面積2.84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9公里，直線距離臺灣本島

的梗枋漁港約9.1公里，距離烏石港約10公里。

行政區隸屬於宜蘭縣頭城鎮。

參、海岸地形

臺灣本島海岸線全長約1200公里，海岸地形

可粗分為4種，細分可以分13種，粗分4種海岸分

別為(1)北部岩石岬灣海岸、(2)東部斷層海岸、

(3)南部珊瑚礁海岸及(4)西部與宜蘭沙岸。4海

岸中，以臺灣北部海岸的成因與構成最為複雜，

也最值得探討，它不僅牽涉到海岸岩質、天候、

海流、斷層、潮汐等因素的侵蝕與堆積作用，造

就這崎嶇的岩石岬灣海岸。臺灣北部海岸西起淡

水河口，東到宜蘭頭城，地形上稱為「岩石岬

灣海岸」。也有學者將北海岸分為「金山火山海

岸」、「東北角灣岬海岸」、「礁溪斷層海岸」

與「宜蘭沖積平原海岸」等4段(圖2)：

(一)金山火山海岸位於淡水、金山之間，主

要是大屯火山群噴發所 及的海岸地帶，從衛星

空照圖可以看見向北突出，呈現圓弧形。當時的

岩漿流動形成的熔岩流突出於海面，形成堅硬的

海岬，如麟山鼻、富貴角；而軟岩和大河河口凹

入成了海灣或河口灣，如淺水灣、白沙灣、老梅

灣。

(二)東北角灣岬海岸位於金山到三貂角之間，

是軟硬相間的沉積岩或變質岩層，因為受風化侵

蝕，硬岩成為突出的山脊，軟岩則形成凹入的河

谷，海岸沉降、海水上升後，形成海岸線崎嶇的

岬灣海岸，較有名的岬灣由西向東依序有：中角

灣、金山岬、國聖灣、野柳岬、翡翠灣、基隆

港、深澳灣、鼻頭角、龍洞灣、龍洞岬、福隆

灣、卯澳、三貂角等北部海岸重要岬灣。

(三)礁溪斷層海岸位於頭城大澳至北港口間，

長21公里，海岸線相當平直，海蝕平臺及單面山

分布其上，為東北角海蝕地形的一部分。東北角

海岸單斜脊地形發育最良好的地區就在北關，由

於太平洋板塊從東南方衝擊，使北區的單斜脊都

朝西北方傾斜，傾斜的角度約介於30度至40度之

圖1 臺灣東北角海域海底地形，包括東海大陸棚，沖繩海

槽、火山島嶼(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釣魚臺)、琉球島

弧。資料來源：臺灣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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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同時在單斜脊的表面被兩組發達的節理互相

切割，形成交角約為90度的破裂面，經過長時間

風化的作用，其破裂面不斷地擴大，因而形成東

北角海岸最壯觀且最整齊的豆腐岩地形。

(四)頭城北港口以南到北方澳間的海岸是宜

蘭沖積平原的一部份，主要由蘭陽溪供應沙源形

成，並以蘭陽溪口為界形成二個獨立弧型海岸，

海岸內側有一道天然沙丘，為臺灣地區最具代表

性之沙丘海岸。海岸線附近是沙丘分布的地方，

與海岸成平行排列的沙丘與凹地組成一連串的沙

丘與溼地。本區的海岸線形狀因受海蝕影響而成

為向西凹陷的弓形海岸，如蘭陽溪溪口一帶，因

蘭陽溪沿「匹亞南山道」6往東北流，其源高流

長，沖刷力強，搬運物質極多，故迄今其出口

處仍有廣大的河灘地且向海外突出成尖嘴狀三角

洲，證明其堆積作用十分旺盛且持續在進行。7

肆、海流系統

西太平海域流況本身就相當複雜，主要海流流

經此區域時，因地形與地球自轉的原因，紛紛分

出支流與海底地形變淺產生湧升流(upwelling)

與渦漩(eddy)，以求海流動力平衡。而海流經臺

灣北部海域的海流有黑潮、中國沿岸流與臺灣海

峽暖流等三大海流系統(圖3)。因季節與地形因

素，各海流各季流況都不一樣。每支海流都有個

自的水團特性(溫度、鹽度特性)，配合當地海底

地形與水深，稱為水文，將影響海水物理特性，

如光波、聲波的行進距離與速度；內波、補償

流、溫鹽環流的產生；而各水團的溫度、鹽度特

性也關係著浮游生物的多寡。以下介紹台灣北部

海域3大海流系統與潮汐。

(一) 黑潮

黑潮，又稱日本暖流(Kuroshio current)，

是太平洋洋流的一環，為全球第二大洋流。途經

菲律賓東岸、呂宋海峽與臺灣東部海岸向北方流

動，持續輸送具有高溫高鹽特性之熱帶海水至中

高緯度地區。黑潮起自民答那峨海流（Mindanao 

Current），為北赤道反流，在臺灣東南海域黑

潮因地型及地球自轉原因開始分裂為二，主流右

轉沿著臺灣東部海底地型，往東北日本方向流

去。支流穿過巴士海峽滯留並轉入臺灣海峽。

黑潮流速約為100-200m/sec，厚度約在500-1000

公尺，寬度約200多公里。黑潮年平均水溫約攝

氏24-26℃，冬季約為18-24℃，夏季可達22-

30℃。黑潮也較鄰近的黃海溫度高7-10℃，冬季

更可高出20℃。

當黑潮行至臺灣東北部海域時，由於受到呈東

北－西南走向之東海陸棚邊緣地形影響，迫使黑

潮主軸從向北流動轉變成向東北方向流動。黑潮

經臺灣東部數千公尺的水深而來，到達宜蘭外海

時先跨越過數百公尺深之宜蘭海脊，再進入深達

2000公尺之沖繩海槽南端，之後便遭遇200公尺

高聳之東海陸棚而被迫轉向。在此處，離心力促

使黑潮深層冷海水上湧至表面，且整層海水都呈

現氣旋式的渦漩，同時高溫、高鹽的黑潮表面海

水開始入侵大陸棚，與低溫、低鹽的中國沿岸流

進行海水交換。表層的反時針冷渦具有季節性的

變化，其變化的主要的原因來自於相對應週期的

黑潮東西向擺動，而臺灣季風型風向(東北與西

南季風)是造成黑朝擺動的主因。

(二) 中國沿岸流

中國沿岸流主要由黃海沿岸流、東海沿岸流

和南海沿岸流組成 (圖3)。黃海沿岸流是沿山東

和江蘇海岸流動的淡水，屬低鹽（冬季兼低溫）

水流，水色混濁。東海沿岸流是由長江、錢塘江

和閩江等入海徑流與周圍海水混合而成，鹽度極

低，水溫年變幅大，水色混濁，流速25cm/s左

右，流向隨季節而變。夏季時，因西南季風占優

勢，臺灣海峽暖流強勢往北流，出了海峽口後，

海峽水團散佈在臺灣北部海域；而部分低溫、

低鹽的中國沿岸流僅能沿著中國大陸沿岸順岸南

下，水量很少。冬季時，盛行東北風，大量的中

國沿岸流直接通過海峽中線南下，少部分海流因

「雲彰隆起」而折返，順著臺灣西部海岸北流。

中國沿岸流出臺灣海峽南出口後，與黑潮分支匯

合後繼續南流。

(三) 臺灣海峽暖流

臺灣海峽是臺灣島與亞歐大陸之間的狹窄海域

和海峽。夏季時，黑潮海水與南海環流海水在臺

灣西南海域匯合後往北流，進入又窄又淺的臺灣

海峽，兩處海水充分混合又接受陽光日照，使北

流的海水高溫、高鹽，且流速強勁，因此中國大

陸學者稱之為「臺灣海峽暖流」。暖流出了海峽

圖3 臺灣北部海域海流圖。圖(上)是夏季海流圖；圖(下)是

冬季海流圖。資料來源：底圖取自google earth；作者自繪

海流。

圖2 臺灣北部海域4種海岸地形；分別為「金山火山海岸」、

「東北角灣岬海岸」、「礁溪斷層海岸」與「宜蘭沖積平原

海岸」等4段。

資料來源：圖片取自「臺灣海岸之美」一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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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後就是寬廣的東海大陸棚，暖流流速減慢，

海水散佈在整個臺灣北部海域。冬季時，可以說

沒有「臺灣海峽暖流」存在，因為整個海峽的淨

流量是往南的，僅有少部分的海流沿著臺灣西部

海岸往北流。往南的海流不稱「臺灣海峽暖流」，

直接稱為「進入臺灣海峽的中國沿岸流」。

(四) 潮汐(流)

台灣潮汐(流)是順著沖繩海槽的2000公尺的

深度，從日本過來，8碰觸到臺灣花蓮附近後開

始分開，向南北方2方向流動。一股沿宜蘭，繞

過基隆、新北市進入臺灣海峽；另一股自花蓮南

下，經臺東，繞過屏東、鵝鑾鼻進入臺灣海峽。

因此，每逢漲潮時，海水由臺灣海峽南北兩端沿

著海岸往臺中、彰化附近海域前進，一股水流由

北向南流，另外一股水流則由南向北，也就是說

臺灣西岸在漲潮時沿岸有兩股相反方向的水流。

退潮時，潮水又順著原路往臺灣島南北兩端退

去。9

潮汐所引發的水流會受到地形、水深與周邊

水流的影響，一般來說，臺灣南北兩端的潮差較

小，而接近中部地區潮差逐漸地增加，在臺中、

彰化沿海一帶潮間帶的潮差可達4公尺之多。而

臺灣島南北兩端海岸，除非在朔望之際，才有明

顯地漲退潮，一般來說潮汐漲退並不明顯，也就

是海平面的變動幾乎看不出來有明顯地變動，常

讓人誤以為沒有漲退潮的變化，水流是靜止不動

地，其實水臺灣南北海域沿岸的潮流是很強勁

的。

伍、海域特殊海象

臺灣東北角海域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與複

雜的海底地形，加上多變的海流系統，自然衍

生出特殊的海洋現象，如渦漩、湧升流、內波

(internal wave)、瘋狗浪(rouge wave)及離岸

流(又稱裂流，rip current)等，這些特殊的海

洋現象，在臺灣以外的地方都不一定會發生，而

對在臺灣北部海域捕魚的漁民或是主戰場在臺灣

北部海域的我國海軍，都有特殊的意義與嚴重的

影響；例如渦漩、湧升流、內波等會將深層富營

養鹽的冷海水攪起至水面，吸引魚蝦及浮游生物

的聚集，成為漁民爭相前往的「漁場」；同時渦

漩、湧升流、內波會影響海軍艦艇聲納裝備的使

用與魚雷的發射，嚴重影響海軍作戰效能。再

者，每年瘋狗浪與離岸流也造成許多遊客與釣客

冤死在東北角海岸上。下列依序介紹各種特殊的

海洋現象：

(一) 渦漩與湧升流

夏季時，黑潮流軸較遠離臺灣，當黑潮越過宜

蘭海脊後，北向的黑潮轉為東北流，並在釣魚臺

附近海域撞擊東海陸棚，之後黑潮一分為三：黑

潮主流轉為向東北方大陸棚邊緣日本方向流去，

部分黑流往北流入較淺的東海陸棚，之後轉為向

東流後重新注入黑潮主流(圖四)。第三部分則是

部份海流沿大陸棚邊緣往西南流，形成一逆時鐘

方向旋轉的渦旋，此渦旋的中央，就是湧升的冷

海水，將深海豐富的營養物質源源不斷的運送到

表層至澎佳嶼附近海面，形成一重要漁場，此環

流加強了湧升流的現象將底層冷水送到表層。而

環流中心的海表面溫度比周圍低約數度℃，是個

明顯的冷渦，直徑大小約百公里，而所謂的黑潮

反流也是此渦旋的一部份。此外，黑潮入侵臺灣

東北海域是有季節性變化。冬季時，黑潮流軸較

靠近臺灣，當黑潮越過宜蘭海脊後就直接流入臺

灣東北角海域，10渦漩發生機率比較低，有時整

個冬天都沒有渦漩。

湧昇流係指海洋次表層海水向上湧昇的現象，

源於海洋底層的豐富營養鹽隨湧昇流帶至海水表

層，經海藻等海洋植物行光合作用將無機營養鹽

轉換成有機物供海洋浮游動物攝食，而此次級生

產量高的海域，聚集依此為食的魚類形成漁場取

自取自Tang et al. (1999)， 黑色箭頭的長短

代表黑潮水流強與弱，最大約100 cm/sec。

(二) 內波

臺灣東北角海域是一個內潮波與內孤立波的

多發區(圖5)。12臺灣東北角海域因黑潮擺動，

又撞擊到大陸棚的垂直壁，使黑潮產生渦漩與湧

升流，使此地區長年存在溫躍層，加上強烈的潮

流，內波就發生了。但在這些區域中，內波的出

現是具有季節性特徵，其時空變化與這海域溫度

垂直分布與變化有密切關係。

內波運動過程可以使深層冷海水上升至海表

面，並與上層海水翻攪混合，進而使上下層海水

密度混合均勻，對於局部地區營養鹽由深層移到

表層有很大的貢獻，而內波會把海底豐富的養份

翻攪上來，吸引魚蝦、浮游生物聚集。另外，研

究也發現，領航鯨喜歡追著內波來覓食，由於內

波可經由衛星觀察出來，所以掌握內波的動向，

就可藉此預測鯨豚出沒時間及地點。

圖4  臺灣東北角海域海底地形與渦漩的形成機制概念圖。圖(a)取自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http://www.odb.ntu.edu.tw/bathy/；

圖(b)取自取自Tang et al. (1999)，11黑色箭頭的長短代表黑潮水流強與弱，最大約100 c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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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內波是一個重要的海水上升與下沉的機

制，對海軍潛艦航行安全與武器裝備的使用，有

莫大的影響。大振幅的海洋內波對主要航行於水

中的潛艦安全有重要的影響；對水中主要裝備聲

納的偵蒐性能也有影響；對於水下武器的發射與

精準度也有影響；且海洋內波可以暴露潛艦的位

置與行蹤。相關內波的生成與對潛艦潛航的重要

性，請參閱海軍學術月刊。13

(三)瘋狗浪

瘋狗浪在波浪學理上，並無此專門術語，只

是民間之俗稱，而最早在報上出現「瘋狗浪」

名詞是在民國75年15。臺灣各地瘋狗浪造成事件

發生以戲水與磯釣為主，約佔79%；而月份之分

布以每年5～6月及10月至翌年1月為多；地點則

以基隆、宜蘭、高雄、屏東等地之機率最大。16

自2000年至2013年為止，全臺各地(包括離島地

區)，共發生瘋狗浪事件264次，409員死亡或失

蹤。17

國外稱這些突而其來的巨浪為惡浪（Rogue 

waves）、詭浪（Freak waves）或殺人浪

(Killer waves)，且通常是指比有效波高

（Significant wave height）高出1倍以上的大

浪。我國俗稱之瘋狗浪就是這一類的巨浪，因其

是隨機發生，欠缺觀測資料，其產生原因，到目

前為止，海洋學界均無定論。筆者研究時發現，

臺灣是世界上發生岸邊瘋狗浪機率最多的國家之

一，其次是美國夏威夷茂宜島(Maui)、美國加州

沿岸及西班牙與法國沿岸。茫茫大海中，發生詭

浪（Freak waves）最多的地區是在非洲東岸與

馬達加斯加島之間的海域上，近50年來有200艘

以上商船在那海域沉沒，而臺灣東北角海域自

2000年來，據統計，近14年來，8起船難，16人

死亡，73人失蹤。18因此，瘋狗浪的發生，主要

有兩個地點，一是沿岸，另一是大海。事實上

這兩種瘋狗浪在臺灣東北部海岸與海域均有發

生，且發生的時間與初步理論假設均非常符合

海洋學家的堆理。另外，何種浪會造成瘋狗浪?

關於這一點海洋學者倒是有共識，是長浪-湧浪

(swell)。

廣大洋面因受風持續吹拂，以及大氣低氣壓

(颱風)吸附(海水面的抬生)，海水從風吸收能量

與抬升，風浪逐漸成長，受風區域越寬廣、風速

越大、受風時間越長，則波高越高，風浪產生後

即向四方傳播，離開受風區域的風浪我們稱為湧

浪、長浪或簡稱為湧。湧浪一般具有巨大的能

量，它與一般近岸的風浪(wind-driven waves)

截然不同。這個經過大氣低氣壓抬升水面的湧浪

是一個淺水波(shallow-water wave)，它與潮

汐、海嘯行進方式是一樣的，是整個水體(water 

column)在行進，非一般風浪僅有只有表面水分

子在運動而已，其下層水體是不動的。19因此，

湧浪受低氣壓影響，傳播距離遠，挾帶的能量較

大，傳播速度相當快。

 這種湧浪接近臺灣周邊海域時，但颱風並沒

接近臺灣，氣象局並不會發佈颱風警報，可是這

些颱風的湧浪會先傳到臺灣附近海域，造成瘋狗

浪。這種湧浪比較危險，因為海邊的浪因湧浪傳

進來，但大海中沒有浪花(海浪花因風而起)，且

湧浪波高不高，但當時天氣可能很好，因此海邊

活動的人較不會有警覺心。2013年11月9日在臺

灣東北角鼻頭角發生的16人落海事件就是因離東

北角1600公里的海燕颱風所造成。

 另外，另外臺灣的地理位置處於季風區，每

年大約6至9月吹西南風，而10月至隔年3月吹東

北風，其餘時間為季風轉型期。波浪的大小與風

的強度、吹風時間的長短及風在海面吹過的距離

成正比。然而季風並非在臺灣附近才有，它吹到

臺灣時其吹風距離都有幾千公里，例如東北季風

強盛時，吹風距離可由日本北海道算至臺灣，因

此在季風季節中東北風的型態非常適合湧浪的成

長。以下討論2種類型的瘋狗浪：

1.沿岸瘋狗浪：海底地形可能是主要之因素，

再配合海面自然現象共同產生，成因可能有三：

成因一，係外海風浪及湧浪，移動到岸邊時，會

與當地所形成的區域近岸風浪，產生共振現象，

並產生巨浪。這種情形應是臺灣東北海域冬天發

生瘋狗浪的原因之一。成因二，係外海長浪在變

淺之大陸棚上，由於相位速度變慢，波峰受波浪

擠壓而變高，而當波的振幅變大後，非線性所持

有的陡峭化特性，會使得波峰高漲，衝到岸邊形

成巨浪。成因三，係外海長浪傳到近岸時，若逢

近岸海流變化，常會形成大湧，並快速向岸邊推

圖5 臺灣東北角海域內波圖。此圖係根據SAR影像描繪而成，

取自Hsu et al., 200014

圖6 圖(a)：外海湧浪傳到近岸時，快速向岸邊推進而與海岸

的礁石、近海平臺、海堤消波塊、海底礁石等的凸出物；圖

(b)：湧浪碰觸到凸出物時，發生作用，產生巨浪。藍色箭頭

表示海水動能向上衝出，尋找宣洩能量的地方。資料來源：

http://blog.swell.com/tag/nixon-watches/，作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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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與某地近岸浪作用，在直立海岸的礁石、直

立壁近海平臺、海堤消波塊、海底礁石多的海灘

產生巨浪(圖6)。20

根據新北市消防局的統計，東北角海域易發

生瘋狗浪的區域有7處，分別是白沙灣海域、和

平島、外木山海域、鼻頭角、龍洞灣海域、三貂

角、蓬萊磯釣場等7處，而這7處全是與「岬灣」

地形有關。自2000年至2013年14年間，就新北市

與基隆市兩市發生肇事瘋狗浪次數154次，落海

人數232人。

2.大海中的瘋狗浪：可能成因有二：成因一，

多個方向波長的波浪隨機匯集而成：由物理上來

說，當波相遇的時候，不論同向或反向，波都會

有疊合的情況，但疊合的情況是使波成長或消減

全看疊合時的各波位置。若疊合的波以波峰相

疊，所得疊合波便很大，若疊合的波很多，而且

又是波峰相疊，則形成滔天巨波並非不可能。

成因二也是目前海洋學界研究大海中的瘋狗浪的

共同結論-海流與長浪的交互作用(current and 

wave interaction)；穩定湧浪前進時，碰到逆

向海流時，波峰會變得較尖銳，波高也會加高；

如碰到周期性流動的海流時，則會發生疊加作

用，使表面波浪加大或減弱。21

近20年來，每年沉船事故平均242艘，其中

80％是狂風巨浪造成的。近十幾年，因狂風巨

浪平臺遭受翻沉事故平均每年1-2座，最多的一

年高達8座，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因巨浪沉沒的

石油平臺超過60餘座。22根據統計民國43～87年

國內報紙，共有140筆海岸與海中瘋狗浪事件報

導，在45年的記錄中，因瘋狗浪事件而翻覆之船

隻達35艘，死亡人數343人以上。23如此看來，

海洋會發生瘋狗浪，不是偶發事件，是正常狀況

下，大海就會發生瘋狗浪，只是科學家不知道為

什麼而已。

陸、結論

臺灣的地理位置相當特殊，無論是地理或是戰

略位置都很重要；加上，臺灣北部就是我國的政

經文化的所在，它的重要性，非同小可，這也就

是為什麼我們海軍每日都派艦艇在臺灣北部海域

巡弋的原因之一。身為海軍軍官的我們，應該知

道臺灣北部偵巡海域附近的環境的海底地形、海

流狀況、水文與波浪等海洋環境資料；也需知道

東北角海岸是特殊的海岸地形與海流系統；而臺

灣東北角海域，也因海底地形與地理位置特殊，

加上北部海流系統，沿岸很容易發生瘋狗浪、大

海中也容易產生詭浪，造成船難與人員傷亡事

件。

臺灣北部海域是在國際法上相當爭議的海域；

這使我們在執行偵巡任務時，一定要特別小心注

意；其中包括我國內水、領海基線、鄰接區、經

濟海域的主權維護，防空識別區、飛航情報區的

經緯度，以及中日執法暫定線的識別與遵守，在

在都會影響我海軍軍官執行任務。本文告訴你，

身為執法與防衛臺灣周邊海域的海軍軍官，你應

該知道的臺灣東北角海域。最後希望海軍軍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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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了解臺灣北部海域的環境限制與優勢，能對執行

任務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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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部隊在實施搶灘登陸後，並繼續對

內陸推進，具有跨海奪島作戰行動的能力。

三、共軍增加軍費將擴編兩棲艦隊

專家預測，未來五年中共軍費或年平均成長百

分之十，其中海軍將大規模調整，三大艦隊很可

能增編，其中核潛艦部隊可能擴編。2013年中共

國防預算七千兩百億人民幣，僅次於美國，位居

世界第二。據大陸媒體報導，海軍三大艦隊有望

各增編一支驅逐艦和護衛艦支隊，各艦隊有望增

設兩棲登陸艦支隊和補給艦支隊。 

參、研究分析

共軍在「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戰略指導，

將「關節癱瘓突擊，多維快速上陸，縱深超越打

擊」，作為登陸作戰的基本指導思想。而要實現

「多維快速上陸，縱深超越打擊」則需要在部隊

組織編裝及登陸輸具上的全面精進及配合。以下

就其兩棲登陸艦艇及突擊登陸裝備發展研析如

下：

一、共軍兩棲登陸艦艇發展現況

本研究僅就共軍大、中型兩棲登陸艦艇、通

用登陸艇及氣墊船做分析，至於小型通用登陸艇

(LCU)與機械登陸艇(LCM)限於篇幅及遂行跨越臺

灣海峽執行兩棲登陸作戰載運能量、速度及耐波

能力等限制。另外，共軍曾實施10餘種地效飛行

器研究計畫；但迄今除了黑龍江省軍區邊防巡邏

艇大隊使用小型地效飛行器，執行邊界河、湖巡

邏任務外，並沒有實際服役或參加演訓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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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馬英九總統上任之後，兩岸關係恢復交流

與互動，朝向和緩的趨勢發展。尤其在開放「大

三通」後，大陸觀光客來台及財團法人「海峽交

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於2010年6

月29日在中國大陸四川重慶簽署《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簡稱ECFA）的協議，甚至2011年6月

底已開放「試點試行」的陸客自由行，帶動了兩

岸的緊密互動。兩岸關係雖日趨和緩，但中共至

今仍未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美國國防部公

布《2014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與安全發展

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近水域逗留，引發國際間一場騷動。以下就共軍

近期活動，摘述如下：

一、共軍持續增長兩棲戰力

消息人士透露，解放軍陸軍下轄的「兩棲機械

化步兵師」近年來持續擴編，從原有的2個師（2

萬6千人至3萬人）擴編到4個師（5萬2千人至6萬

人），分別部署在廣州軍區及南京軍區，可配合

解放軍海軍下轄的海軍陸戰隊（約2萬多人）進

行搶灘作戰。中共並沒有完全依靠單一強化陸戰

隊的作法，來作為應對南海及台海的武力手段。

兩棲機步師是解放軍陸軍基於「藍色陸軍」理

念，所列裝的最新部隊類型，建立目標是提高陸

軍執行多種作戰任務的能力，特別是兩棲登陸作

戰力量。

二、中共未放棄武力犯臺的企圖

中共《中央電視台》播報「使命行動2013B」

演習時，畫面出現對臺作戰圖，引起軒然大波。

美國海軍官校教授余茂春更撰文指出，此演習是

以在東海或南海從事大規模登島作戰的跨區增援

演練，明顯以臺灣作為假想目標。這篇專欄文章

刊登《華盛頓時報》，分析共軍今年一連串軍演

目的。該專欄指出，在A、B、C三項演習期間，

南京軍區和廣州軍區扮演核心角色。當中「使命

行動2013B」從10月11至20日，由廣州軍區第42

集團軍所屬124兩棲機械化步兵師及163師一部、

東海艦隊、南海艦隊、廣州軍區空軍以空降兵等

單位兵力共兩萬餘人，實施的跨區機動戰役演

習，以臺灣為假想目標。由上述報導顯示，中共

至今仍不放棄武力犯臺的企圖。且此次軍演最值

共軍兩棲登陸作戰研析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中，亦指出共軍軍力投資仍以臺海一旦

發生軍事衝突做準備，意圖在2020年前建立攻臺

可恃戰力。因此，對共軍兩棲登陸作戰能力之提

升，殊值深入研究，以為因應。

貳、共軍近期活動

據美國《戰略之頁網站》報導，在2013年3月

19日，一支中共特遣部隊(一艘驅逐艦、兩艘護

衛艦及一艘071型兩棲登陸艦)離開中共南部港

口，前往南海進行例行演習。其中包括利用氣墊

艇讓海軍陸戰隊登陸小島。另據香港《南華早

報》4月9日報導，在歷時16天的訓練中，南海艦

隊四艘艦艇的官兵在馬來西亞外海的曾母暗沙附

近年來，071型船塢登陸艦陸續下水服役及氣墊船與突擊登陸裝備的更新，若再加上081型

直升機船塢登陸艦的建造，使得共軍遠海登陸作戰方式將由傳統登陸戰法，朝向靈活使用新型

登陸輸具快速抵灘及垂直投送兵力，對我海岸守備部隊形成立即壓力，增高我打擊與防禦困難

度，不利我後續全般作戰行動。若我軍能針對共軍兩棲作戰的能力、限制及缺點，多加了解，

並妥慎運用有利地形，落實戰場經營，堅實訓練，力謀因應對策。

著者／郭添漢 
中正理工學院76年班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96年班
海軍備役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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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該型輸具在實用性上仍有許多待突破之技術

瓶頸，固本研究均不未予探討。

(一)081型直升機船塢登陸艦（Landing 

Helicopter Dock, LHD）

2008年1月，中共「中國船舶工業集團」

（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oration, 

CSIC）所主編的《艦載武器》雜誌刊載：「具有

全通式甲板的兩棲攻擊艦在未來相當時間都是綜

合性能和發展潛力最高的兩棲艦型，中國在完成

多功能船塢登陸艦的發展後，完全可能發展自己

的兩棲攻擊艦。」

2010年7月21日出版的《簡氏防務周刊》

（Jane’s Defense Weekly）刊載該刊駐華盛

頓通訊記者帕森斯(Ted Parsons)的文章，題為

〈中國部署首艘船塢登陸艦致力於反海盜〉。文

章提到，中共第一艘081型已在建造，該艦在大

小規模上類似於071型，它能夠搭載更多的運輸

直升機和攻擊直升機，並配置性能更強的防空系

統。 

又於2012年3月28日出版的《簡氏防務周刊》

發文稱，在2012年在泰國首都曼谷北部廊曼

（Don Mueang）展覽中心舉行「防務與安全展

覽會」（Defense & Security 2012）上，中共

「中國船舶工業公司」展出的一個模型，可能就

是081型的一款設計。2012年5月《尖端科技》

軍事雜誌稱，081直升機船塢登陸艦的排水量達

20,000噸，長211公尺，最大航速23節。採用全

通式甲板，可以提供4個起降位置，同時起降4架

直升機，可以搭載8架「直-8」中型直升機，機

庫可以容納10架，加上甲板，總載機量可以達到

20架左右。該艦的續航能力達到25-30天，可搭

載1,068名全副武裝士兵。 

加拿大《漢和防衛評論》月刊2012年5月號報

導中共最近推出新型的全通型甲板的直升機船塢

登陸艦，排水量22,000噸，能夠一次搭載4艘大

型氣墊船。軍事專家認為，這款傳說中的081型

出現後，可搭載更多直升機和海軍陸戰隊人員，

登陸作戰更加立體且強化打擊縱深，解放軍未來

不僅能在「軍事上大幅提升遠距輸送能力」，也

能「滿足維護爭議日增的海疆主權問題需要」，

更可用來執行人道緊急救援行動、海事安全行

動、非戰爭軍事行動等相關任務，作戰能力向美

軍看齊。

(二)071型船塢登陸艦（Landing Platform 

Dock, LPD） 

071型是一艘綜合船塢登陸艦，用於裝載登陸

部隊及裝備，實施快速、立體、機動登陸作戰。

該型艦上層建築占了甲板約2/5的空間，且主要

分布在艦艏，估計其艦艇內格局與英美同類型艦

船不會有很大的差距。據報導，其一號甲板及上

層建築物內主要設備有指揮室、控制艙、醫療

救護艙與住艙；二號甲板主要是艦艇上官兵及

登陸部隊的住艙、辦公室和廚房；甲板以下則

是登陸艙，分為前後兩段，前段是裝甲車輛儲存

艙，可容納24-32輛ZBD-05式兩棲裝甲步兵戰車

（AFV）；後段則是有一個約占全艦長度2/3左右

的巨型船塢登陸艙。該巨型塢艙主要用於停泊大

型氣墊船或機械登陸艇（LCM），和前段車輛艙

設有通道相連，需要時前艙的人員與車輛可以經

由此通道前往船塢登陸艙登上氣墊船。

塢艙內應可搭載4艘726型「玉義級」氣墊船，

運送一個加強營近800名全副武裝的登陸部隊，

並可提供一個加強營級的登陸部隊全部武器裝

備和戰鬥車輛。艦艉設有壓載系統，進塢區經由

艦艉壓艙進水，便於登陸艇直接「駛入/駛出」

（Roll in/Roll out, RORO）的方式加速人員車

輛裝卸整補的效率。

該艦的直升機甲板設計在艦橋後部，艦橋和

艦體同寬，飛行甲板上有2個直升機起降位置，

至少可容納2架「直-8」運輸直升機；或武裝的

較輕型武「直-9」直升機，以支援登陸作戰。另

071型艦的機庫，足以容納由4架「直-8」運輸直

升機組成的航空分遣隊。

目前有關071型艦的確實性能，外界所知不

多。但從相關報導來看，該型艦將是中共海軍第

一艘具有與西方強國海軍執行武力投射的軍艦。

艦上配備衛星通信、全球定位導航、數據鏈系統

以及戰區自動指揮系統等各種設備，是目前共

軍各型艦比較先進的戰場資訊處理能力和聯合作

戰指揮能力，也具備「聯合登島作戰」（Joint 

Island Landing Campaign）指揮能力。

 (三)坦克登陸艦(Landing Ship Tank, LST)

在共軍兩棲艦隊中擔負最吃重任務，為可搭

載直升機的「玉亭級」（Yuting class）坦克登

陸艦（LSTH），該級艦共建造20艘，又可區分為

072-Ⅱ型「玉亭I級」（1999-2002年間服役）與

072-Ⅲ型「玉亭Ⅱ級」（2003-2005年間服役）

兩型。該級艦可搭載250名全副武裝士兵、10輛

63A型輕型坦克進行搶灘登陸，也可搭載4艘機械

登陸艇（LCM），或搭載2艘氣墊船（724型），

進行人員裝備卸載，坦克艙裝載物資可達500

噸。

該型艦具備立體登陸作戰功能，有直升機飛

行甲板，可裝載兩架「直-8」直升機遂行兵員運

輸；是共軍第一種能裝載氣墊船和中型直升機的

登陸艦，具備了裝載、兩棲登陸、快速上岸的能

力，也適合近海立體突擊登陸的需求，使中共兩

棲登陸部隊從平面登陸轉型為立體登陸方式。另

外，艦上配備有37公厘雙聯裝機砲 3座，可提供

灘岸突擊與後續階段所需火力支援。

 (四)中型坦克登陸艦(Landing Ship Medeum, 

LSM)

中共海軍亦自豪於擁有堅實的中型坦克登陸

艦部隊，目前有些早期構型的中型登陸艦仍在服

役，如30艘1980年代開始建造的079型西方稱之

為「玉連級(Yulian class)」；但中型登陸艦的

主力，係由12艘較小型的074型西方稱之為「玉

海級(Yuhai class)」，亦稱「蕪湖A級(Wuhu 

A class) 」，或稱「榆海級」，與10艘較新

的073-Ⅲ、Ⅳ型西方稱之為「玉登級(Yudeng 

class) 」所構成，該型艦可裝載2輛63A輕型坦

克和250名全副武裝士兵。 

相較之下，073-Ⅲ、Ⅳ型係於2003年6月與

2004年3月間建造，該型艦對比之前的兩型，排

水量增加，而且採用非平底的結構調對開式艏

門，折疊式的雙節吊橋，滿載排水量1,800噸，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036   037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4
Vol.36

共軍兩棲登陸作戰研析

一次可搭載180名全副武裝士兵及運載10輛ZTD-

05中型坦克，艦上裝有37公厘防空火砲4座，還

能裝122公厘火箭砲，以提供對岸上火力支援。

(五) 氣墊船(Landing Craft Air-Cushion, 

LCAC) 

共軍在氣墊船研製起步也相當早，並早已研

製成功了711型、716型、722型等不同設計和用

途的試驗性氣墊船，但噸位大都在80噸以下，運

載能力不強，航程有限，所以目前只配屬給海軍

陸戰隊使用。據英國媒體《地球時報》（Earth 

Times）曾報導烏克蘭在2004年向共軍運交了

UTG-6000燃氣渦輪機，係為「野牛」級氣墊船

的主要動力系統。中共除了不斷致力於自行研發

外，並不放棄自國外引進新型氣墊船；2005年起

中共向烏克蘭洽購4艘「野牛（ZUBR）」級氣墊

船，首艘已於2012年11月移交中共，亦有部分

說法為6艘。依據中共軍事工業「先外購，後仿

製」之模式，未來研判將自行研製或合作生產，

並在具備產能後適度量產，以提升兩棲運載之效

能。

另一方面，由於「野牛」級兩棲氣墊船體積

過大，無法由戰車登陸艦或更大型之兩棲艦船

運載，故中共自行研發適合071型之氣墊船，並

於2007年12月底首度被發現，中共稱之為726型

（北約代號：Yuyi-class 玉義級）。2008年7月

於南海艦隊服役，並於2010年與071型艦執行亞

丁灣護航任務。

迄今，有關726型的相關技術細節尚未獲知，

但從公開照片與展示的模型研判，其設計概念非

常類似美軍LCAC氣墊船，只是其駕駛艙位於左

側，並採用較大型發動機。根據詹氏《戰鬥船

艦》（Fighting Ships）年鑑資料，兩型氣墊船

擁有相近的性能與籌載重量，代表726型氣墊船

可運送陸軍96式主力坦克投入戰場。在2010年5

月，網路上首度出現共軍726型氣墊船在長江口

航行的照片，同時還發現071型崑崙山號在附近

打開塢門，顯示該型艇性能漸趨成熟，朝實用化

又邁進一大步。

二、共軍突擊登陸裝備發展現況

中共海軍及陸軍兩棲部隊配備相似裝備，因海

軍陸戰隊係屬較輕裝型的部隊，目前尚未配備陸

軍主力坦克（96式）。以下就共軍兩棲突擊載具

及灘岸突擊支援系統分述如下：

(一)86式兩棲步兵戰車升級 

共軍首先改良其舊有86式（WZ501，衍生自俄

式BMP-1）步兵戰鬥車的兩棲能力；其車前安裝

有可伸縮的大型平衡板（trim vane），車後則

加裝大馬力舷外機，提高海上航行速度及機動性

能。其航速較改裝前增加50%，海上速度達每小

時12公里，最大水上航程100公里。然86式步兵

戰鬥車在惡劣海象下操作仍受限制，只能抵抗

3級風2級浪；因其體積小、重量輕，便於鐵路

運送、船運和空運(伊爾76運輸機、米-26直升

機)。

(二)63式水陸兩棲坦克

共軍配備之63式水陸兩棲坦克，在許多方面

與俄製PT-76兩棲輕型坦克類似，但配備不同的

砲塔。63式之砲塔裝有1門85公厘主砲，輔助武

器有W85式12.7公厘高射機槍一挺及7.62公厘同

軸機槍。目前有許多63式水陸兩棲坦克已升級至

63A式的標準，其改進項目包括增加浮力及換裝

105公厘砲塔。更有消息指出，63A型水陸兩棲

坦克未來將逐漸由ZTD-05兩棲裝甲突擊車取代。

63A式水陸兩棲坦克是共軍新型兩棲主力坦克，

亦是海軍陸戰隊的主要突擊火力。

(三)05式水陸兩用坦克

當美國因高昂成本而取消「遠征戰鬥載具」

（Expeditionary Fighting Vehicle, EFV）研

發時，中共卻發展一款性能類似（或略遜）的

ZBD-05兩棲裝甲步兵戰車。ZBD-05的最新構型於

2009年10月1日中共南京軍區兩棲機械化步兵第1

師所屬裝甲團在北京天安門接受國慶閱兵檢閱，

是共軍第一支兩棲作戰部隊。這次參加的新型兩

棲突擊車是在2007年換裝南京及廣州軍區機械化

步兵師及海軍陸戰隊使用。ZBD-05已發展出4種

衍生構型，一型是兩棲裝甲步兵戰車，用於裝載

登陸部隊士兵；二型是兩棲裝甲突擊車，以主砲

支援於灘頭衝擊；三型是兩棲裝甲指揮車，四型

是兩棲裝甲搶救車。

ZBD-05式兩棲裝甲步兵戰車車體兩側每邊各有

6個負重輪，在水上航行時可以將負重輪收起，

以摺疊履帶減少水面航行阻力；該型車分為三個

艙段，動力駕駛艙/戰鬥艙/乘員艙；動力駕駛艙

內分為左右兩個艙室，左邊為駕駛員座位，座位

背後有兩位乘員的位置，右邊為發動機艙。乘員

艙在車體最後方，可以容納7名全副武裝士兵，

其中6人坐在艙內兩側的座椅上，最後一名上車

後關門，再打開門上的折疊椅坐下。雖然ZBD-05

不具備在泛水時精準接戰目標能力，然其可以

用30公厘機砲（具穩定系統與雙向進彈功能）

與7.62公厘同軸機槍進行火力制壓，車裝的紅箭

73A型反坦克飛彈（可裝於砲塔任一邊），則讓

ZBD-05能接戰3,000公尺外目標。

另配備105公厘主砲與數位射控系統的ZTD-05

式兩棲裝甲突擊車。此型戰車穩定性很強，不僅

可以在行進中射擊，也可以在泛水時發射。其配

備之主砲，可發射翼穩脫殼穿甲彈（APFSDS）、

高爆穿甲彈（HEAT）、碉堡破壞彈（對外宣稱可

在1,500公尺外擊穿1公尺厚度的鋼筋混泥土工

事）；而最新發展的彈種包括：可因任務改變裝

具反人員/反物資彈與GP2雷射導引彈（配備高爆

穿甲彈，可以擊穿5,000公尺外的650公厘厚度裝

甲鋼板），足以對付我國的M60A3和M48H戰車。

另外，兩棲裝甲指揮車型擁有較高之車體，

配有輔助動力單元，可在不開啟柴油主機情況下

提供所有額外通信設備所需電力。其車上僅配備

12.7公厘重機槍，但其車體後半有突起方型艙，

用來安裝通訊設備和電腦顯示幕。其車上衛星導

航設備、夜視儀、火控電腦和鐳射測距儀，能從

「超地平線」的距離上發動攻擊，這樣可以讓

登陸艦停留在視距外，減少在登陸過程中遭受損

失。

兩棲裝甲搶救車型，則配有前置推土鏟及1具

挖土鏟斗。有關ZBD-05確實的水上性能尚未確

定，工程人員僅宣稱其水面航行速度「快」；不

同報導來源指ZBD-05可達時速30-45公里（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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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進行航行；若報導屬實，ZBD-05顯然較其前

輩或國際間類似裝備具備更快航速。

(四)灘岸突擊支援系統

除前述新式作戰載具外，共軍亦發展灘岸突擊

支援系統，如GLM120A式機械化道路鋪設系統，

並已投入服役。該系統通常用於灘頭或渡河點之

準備作業，可快速鋪設，供不適於鬆軟地面、可

能拖慢突擊登陸作戰之重型車輛運用。GLM120A

式機械化道路鋪設系統一般裝置於在大陸組裝的

6X6賓士卡車上，可在5分鐘內鋪設40公尺長、4

公尺寬的鋼蓆；其可承受60噸履帶車輛與20噸輪

型車輛繼續行駛；當任務完成後，可於10分鐘內

回收。

另一種GLM123輕型軌道系統，可由車輛或手工

鋪設，用於坡度達20%之處，此特性使其可用於

兩棲作戰的特殊用途；當GLM123用車輛機械鋪設

時，其可在5分鐘內鋪設120公尺長、4公尺寬的

鋼蓆；可承受25噸履帶車輛與10噸輪型車輛繼續

行駛。共軍亦部署一些特殊戰鬥系統，可在兩棲

突擊作戰中運用，包括各種型式之排雷系統，可

用於灘岸初步突擊後之海灘雷區清除作業。

肆、敵特弱點之分析

依據本文前述之研析，預判未來共軍登陸行動

將以「突然、快速、立體、縱深」登陸作戰基本

原則，持續朝兩棲輸具大型化、機動化方向加速

建軍，建立速度快、機動力強「多維快速登陸」

能力。以下針對其特點及缺點分析如後：

一、特點

(一)兩棲輸具多元化

由前述研析可以瞭解到共軍兩棲兵力投射輸具

的研發，透過國外採購、模仿再自行研製，在登

陸艦艇、氣墊船或水陸兩棲坦克等發展，均展現

具體成果，朝向大型化、機動化、立體化及多元

化發展趨勢。增加我守備部隊的困難，可提升其

犯臺登島戰役時運送大批登陸部隊能力。

(二)兩棲輸具支撐「多維快速上陸」的作戰思維

共軍考量犯臺登陸戰役中，海上航渡階段是登

陸部隊處於最危險時期，如何減少損傷確保登陸

戰役能夠成功？考量同時運用包括登陸艦艇、氣

墊船及直升機等多元化載運輸具，縮短於海上滯

留、換乘及航渡時間，減少登陸梯隊編組快速突

擊上陸，以建立「多維快速上陸」登陸模式，即

運用多種作戰力量，使用多項登陸工具，併用多

種登陸方式，力求從多個方位採取多種措施，在

預定的登陸方向和地段靈活快速上陸。

(三)機動快、火力強、增加突擊成功公算

中共各式兩棲突擊載具之研發，均朝向機動力

與火力的提升，大幅度縮短在敵方火力下暴露的

時間。而登陸初期原有火力只能依靠海、空軍火

力支援，登陸部隊戰力由零點建立。隨著ZBD-05

系列的更新，在泛水後至艦岸運動期間，約可縮

短突擊上陸階段約1倍時間，減少海上遭我軍反

舟波射擊之損害。其砲塔上所裝載之反戰車飛彈

及ZTD-05之105公厘主砲發射之雷射導引彈，並

配備火砲全向穩定裝置及雷射測距儀，可於舟波

運動階段即於海上實施射擊，可對我灘岸守備部

隊高價值目標，發動精準打擊。

(四)兩棲機步師換裝後戰力增強

共軍兩棲機步師已經明顯提升其裝甲與空中火

力優勢，例如主戰坦克的防護能力、火砲口徑和

砲兵裝備數量等方面。共軍兩棲機步師下轄砲兵

團火力計有122榴砲營、152加榴砲營、122火箭

砲營、反裝甲導彈營，以及各式坦克94輛，其登

陸作戰時所具備之強大火力，對我防衛部隊將造

成重大威脅。另外，兩棲機步師擁有強大防空能

力，師建制內配備了25～57公厘的多種高射火砲

和多種型式的防空導彈，在低空和超低空空域，

配備了大量的肩射防空導彈，能夠有效摧毀威脅

的空中目標。

二、弱點

(一)兩棲登陸艦艇不足

中共1個兩棲機步師編制約13,000人，各型

輪、甲車約300餘輛，就中共現有兩棲登陸艦艇

裝載量評估，仍然無法滿足同時裝載2個機步師

及2個陸戰旅之正規登陸裝載需求，明顯看出其

兩棲登陸艦艇裝載量之不足。且中共所面臨的軍

事威脅極為複雜，包括臺灣及海外軍事任務（例

如打擊海盜與維和）、島嶼爭奪（例如南海、釣

魚臺、琉球）、貿易交通線維持，都需要強而有

力兩棲兵力的支持。故中共近年仍持續投入大量

經費發展新型登陸艦艇（LHD），以因應未來戰

爭所需。

(二)兩棲運兵車載運量不足

中共ZBD-05兩棲裝甲步兵戰車，僅能裝載全副

武裝士兵7員，較63C兩棲運兵車13員(約一個班

兵力)少。據報導指出，由於共軍標準的9人步兵

班與兩棲運兵車無法匹配，在乘坐新型兩棲裝甲

步兵戰車時，步兵班往往得分開。在執行登陸作

戰，相對需要較以往多的運兵車，將增加登陸梯

隊編組，延遲登陸時間，易形成我海、空攻擊目

標；且登陸上岸後，指揮掌握困難。

 (三)共軍指揮員聯合作戰能力不足

根據供軍近期活動顯示，共軍海、空聯合作

戰能力不足，目前「聯合作戰」概念仍處於探索

階段。尤其登島戰役較其他作戰行動更為複雜，

部隊行動管制困難；作戰行動仍受海域自然條件

的限制，在不利天候下無法遂行；參戰軍、兵種

多、數量大、指揮層級廣，諸軍、兵種聯合作戰

指揮協同更加複雜。

(四) 後勤支援任務繁重

共軍登陸部隊上岸初期，為能達成迅速搶灘

之目的，突擊上陸部隊僅能攜帶必要之裝備與後

勤補給品；在後續兵力與勤務支援未行政下卸之

際，僅能以攜行量作戰，持續戰力不足，有利我

防衛部隊實施連續作戰。若僅依靠海上或空中運

送大批作戰物資，恐將是緩不濟急，且大批後勤

物資堆置於灘岸與港口，更易形成我軍主要攻擊

目標。

伍、剋制對策

前述共軍發展大型兩棲作戰艦、氣墊船及突

擊登陸裝備，即為共軍採取突襲登陸的最佳登陸

輸具。國軍在「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戰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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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應掌握共軍對我登陸的輸具發展能力，從臺

澎防衛作戰的觀點來看，由於共軍未來將會以大

量快速登陸輸具對我實施突擊登陸，以我軍現有

反登陸作戰能力不足以應付，故我軍應強化反

登陸作戰能力之因應剋制對策，以增強「防衛固

守」之能力。以下針對中共兩棲登陸作戰能力的

特點，我可採取剋制對策列舉如后： 

一、掌握共軍兩棲發展與破解之道

從中共積極投入大量資源強化其兩棲戰力研

析，未來將可具備相當程度之高技術兩棲作戰能

力，對我未來遂行反登陸作戰倍增困難。故應隨

時掌握中共兩棲輸具能力與戰術戰法發展，針對

其弱點及考量國軍本身主觀力量成長，積極檢討

有關反登陸作戰因應與興革之對策，俾能有效發

揮統合戰力，超敵勝敵、剋敵制勝。

二、強化泊地攻擊能力

因應中共現行兩棲載具高機動、快速特性之

「超視距」、 「超越灘頭」作戰方式，國軍除

已籌建之飛彈快艇、機動飛彈車，雷霆2000多管

火箭外，應持續發展陸基之遠程機動火力裝備，

以利於敵航渡及泊地換乘階段實施攻擊，摧破其

登陸兵力與企圖。

三、精進反舟波攻擊手段

陸軍新進之AH-64E直升機具備攻擊資源分配及

多目標接戰能力，可結合現行反舟波攻擊火力，

妥善目標分配，於敵立足未穩之際，與機甲部隊

協同，並聯合戰區之海、空兵力，發揮靈活機

動、快速接近、精準接戰、快速打擊與快速撤離

之特點，以熾盛優勢火力擊滅登陸之敵，摧破其

登陸企圖。

四、運用「創新/不對稱」的作戰思維

就兩岸情勢而言，無論綜合國力或軍力，都已

向中共方面傾斜，不可一味與中共軍備競賽，唯

有運用「創新/不對稱」的作戰思維，隱藏自己

的弱點，發揮我方的強點；在軍事力量對抗上，

應求打破共軍登陸戰役戰略布勢為著眼，避開敵

方的強點，打擊敵人的弱點，發揮以小搏大、以

弱擊強的嚇阻能力。

陸、結語

誠如我國防部公布《民國百年國防報告書》

內容中所提及：中共已具備奪佔我外（離）島能

力，此狀況不由吾深思警惕！中共海軍正走向遠

洋，對具備遠洋作戰、長期部署能力的大型兩棲

船艦的需求是非常地迫切，所需的數量也不會

小。面對中共近年來兩棲作戰能力快速提昇、演

訓地點在東、南海敏感區域、演訓力度不斷地提

升的情況下，實提醒我國軍更應加強軍備建設。

故國軍該如何以「創新與非對稱概念」的思維善

用有限的國防預算，針對敵情，力謀因應對策，

以確保國家安全，乃是國軍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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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外，最重要的目的在維護海上能源生命線

的安全。本文主要探討中共推動「一帶一路」戰

略與海軍戰略佈局的相互脈絡及發展與影響，以

作為我國未來總體戰略應對之參考。 

貳、「一帶一路」的歷程與戰略

構想

一、發展緣起與規劃

隨著中共發展策略的調整，經濟體制的改變，

中共近幾年來已成為全球經濟上最具威脅的競

爭力量； 5但最近中共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及

海外投資收益所遭到的障礙與挫折，迫使中共

重新調整戰略步伐。6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2014

年11月於北京舉辦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

議」(簡稱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上所宣示，將投入400億美金

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計畫，確定「一帶一路」的新國家戰略。前

者是指通過中亞到歐洲循著傳統絲路的經濟帶，

後者是指通過東南亞、印度、中東到歐洲的現代

海上絲路。

「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是

在陸路，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

撐，著重在經貿產業園區作為合作平臺。它有三

個走向，一是從中國大陸出發，一是經中亞、俄

羅斯到達歐洲(波羅的海)；二是從新疆出發經中

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島；

三是從中國大陸到東南亞、南亞、印度洋。「一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壹、前言 

近期，中共推動「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的戰略構想受到全球各國眾所矚目的

焦點，比較明確的政策輪廓起緣於2013年9至10

月份期間，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出訪中亞與東南亞

時，向各國提出以中國古代絲綢的陸上古道與水

路貿易路線為架構，鏈結周邊區域貿易整合與交

通網路的計畫。「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

「一帶一路」作為中共一項重要的中長期國

家發展戰略，其要解決問題之一是油氣資源的獲

取問題。近年來由於中共的經濟增長，除海上船

舶航運流量頻繁外，其石油的消耗量與用油量占

全球的比例也同時快速增加。1中共自2015年4月

起原油進口量首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原

油進口國。中共高度仰賴石油進口，進口石油占

總需求40%，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60%，2其中80%

將經由印度洋運抵中國大陸。3如果斷絕石油資

源的供應；或是一旦發生衝突，美國意圖封鎖海

上通道，則中共經濟將受到嚴重的創擊。因此積

極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也就是確保能源供給安

全，基於海上航路的確保，必須有賴海軍力量作

為後盾，以保護過度依賴海上貿易的弱點。中共

對能源與貿易安全的關切，正耗費巨資打造海軍

艦艇，並提供中共海軍實施現代化所需資源。

近年來，中共海軍積極建造各型艦艇，逐步

建立遠洋戰力之意圖。除了積極武器載具的建造

外，中共海軍近年也加強艦隊的遠洋訓練，藉著

參與維和行動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編組護航艦

隊，經南海進入印度洋活動。此外，中共在南海

島礁填海造陸，興建軍事基地；同時運用「一帶

一路」戰略在孟加拉的吉大港、緬甸的實兌港和

可可島、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的瓜

達爾港等取得經營或使用權，4串聯瀕臨印度洋

各港口以維護海上生命線暢通，達成「珍珠鏈」

(String of Pearls)戰略構想，作為未來海軍發

展遠洋兵力投射時的中繼站。上述種種部署顯示

出中共海軍戰略積極轉型之企圖，除因應經濟發

中共推動「一帶一路」
 對海軍戰略發展之影響

濟帶」(Silk Road Economic Belt)和「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構想的簡稱，主要是在建立中國大陸與區

域間各國的合作平臺，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

邊進入歐洲經濟圈，藉以加快中共的經濟增長

與轉型。「一帶一路」戰略將是中共推動經濟發

展的首要戰略，而「一路」的重點是藉由海洋來

發展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然而經濟發展又首重能

源，就地理路線觀察，印度洋將是中共海上經濟

安全之首重，而這又與「麻六甲困境」不謀而合。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確立「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並在2014年北京APEC會議上倡

推「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一帶」是指通過中亞到歐洲循著傳統絲路的經濟帶，「一路」

是指通過東南亞、印度、中東到歐洲的現代海上絲路。中共希望透過「一帶一路」在經濟、外

交、軍事的戰略佈局，企圖解決能源運輸之安全，也就是說中共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佈局

其主要的目的之一是確保能源供給安全。

中共體認出海洋經濟資源與海上能源生命線的重要，為了確保國家領土安全和經濟利益，更

加重視海軍戰略的規劃，積極發展海權以維護海洋利益及海上交通線之安全，海軍戰略的轉型

逐漸邁向遠海作戰的戰略目標，更致力於海軍現代化的建設。隨著中共海軍現代化腳步的日益

加快，為實現「海洋強國」戰略目標，未來必將建立遠洋艦隊且具備兵力投射之能力，以維護

海上能源生命線的暢通。

著者／蔡志銓 
國防大學海學院指參班103年班
現為海軍陸戰隊學校小部隊兵器組少校戰術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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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指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在海

路，以重點港口為節點，著重在海上運輸通道的

暢通與安全。重點方向有兩條，一是從中國大陸

沿海港口經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

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通往南海到南太平洋；7其

「一帶一路」涵蓋版圖如圖1所示。

二、「一帶一路」戰略促進海權發展

「一帶一路」是鑿穿歐亞、聯通東西的戰略

藍圖，已被喻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中共

希望能夠借以進一步擴大在亞洲的影響力。依據

中共解釋，「一帶一路」的構想是依據中共與其

他國家進行雙邊、多邊合作，借助現有的區域合

作機制，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

打造亞洲命運共同體。8「一帶一路」也是將軍

事、經濟、外交三位一體的整合性戰略，而「一

路」戰略的基礎，主來自於「海權」思想家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的觀點，其主要的目的

就是對交通線的掌握。

中共在戰略空間上實現向西拓展，即在海上擴

展至印度洋，以便對海權強國的美國形成挑戰，

這也更加驗證了中共對海洋四大屬性的經歷，如

圖2所示。由於中共經濟多依賴海上貿易，近年

更為東海、南海島礁爭奪作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與海洋資源利益為目的，以及近期大力建造各式

作戰船艦，未來將逐步挑戰美國的海上霸權。上

述的作為也代表著中共作為陸權大國，也逐步走

向海權國家的發展。

三、「一帶一路」結合海軍戰略的佈局

海權思想中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一個國家對於

海上貿易運輸線和能源供給線的依賴程度，正是

2015年5月26日，中共發表《中國的軍事戰

略》國防白皮書也指出：「積極防禦戰略思想是

中共軍事戰略思想的基本點。作好海上軍事鬥爭

和軍事鬥爭準備，堅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統一

和安全。海軍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

求，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

型結合轉變，構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

戰力量體系，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

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

力」。11因此，加強海上通道的防護，海軍將處

於絕對的主導地位，12因而致力發展海軍現代化

策略。

中共海軍現有的海上載臺與武器大多能支援

以臺灣及南海地區為主的「反介入/區域拒止」

(anti-access/areadenial,A2/AD)戰略，因此中

共海軍可能藉助「保護中共水域以外的海上交通

線、人道救援/救災，以及拓展海上外交等全新

且有限度的需求」為由，扮演輔助該戰略的角

色。13中共試圖在2020年前建立一支「區域(遠

洋)攻守兼備型」海軍，此類型的海軍可在區域

內有效取得制海，同時亦如英國海軍於福克蘭戰

爭期間所為，具備武力投射至區域外，並在其

他大洋海域可有效取得制海與遂行海上拒止的能

力。14此一部隊除有能力在整個中國大陸周邊

以及進出中國大陸要道(向外抵達並超出第二島

鏈，以及整個南海海域)，藉由制遏敵對部隊，

致令其陷於困境，阻止敵人進入；另在必要時該

部隊可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進行海上攔截行動，

以及高層級之非戰鬥人員後送作業。15

參、中共海軍戰略發展現況

一、中共海軍艦艇現代化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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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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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中共近期造艦規劃

(一)航母與兩棲艦隊

繼中共成功改建其海軍歷史上第一艘航空母艦

「遼寧」號之後，外界一直關注中共海軍下一階

段的航母計畫。第一步即是建造排水量達到大型

圖1 中共一帶一路涵蓋版圖示意圖

資料來源：

1.劉賢、韓璐，〈張高麗：中國規劃一帶一路6大經濟走廊〉，《鳳凰網》，

2015年5月27日，〈http://news.ifeng.com/a/20150527/43848783_0.

shtml〉(檢索日期：2017年1月7日)。

2.作者自繪。

圖2 海洋四大屬性循環圖

資料來源：傑佛瑞‧提爾著，李永悌譯，《21世紀海權》，

(臺北：史政編譯室，2012年11月)，頁63。

與該國海上力量增長程度成因果

關係，越依賴就越脆弱，因此所

需要的海權力量就越大，因此中

共認為必須發展強大海軍以捍衛

經濟持續增長。9觀察中共近年

國防預算顯示出在2015年中共軍

費比起2014年增長10%的幅度；

2016年比起2015年更是微幅增長

7%至8%的幅度，如圖3所示。這

也凸顯出在中共經濟放緩的情況

下，軍費預算的微幅增長顯然體

現出中共穩步進行國防建設的堅

定決心，更表明中共對未來軍事

力量為國家和平崛起寄予厚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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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級別的常規動力航母，第二步發展大型核動

力航母，數量各為兩艘。中共國產首艘航母預於

2018年成軍，據中共學者分析，按照「遼寧」號

的命名模式，中共首艘國產航母將以「山東」號

命名的機會最高，並與「遼寧」號同駐青島航艦

基地。第二艘可能稱作「廣東」號，駐守南海三

亞，以紀念1839年林則徐在虎門銷煙三甲子。18

國產第一代傳統動力航母主要艦載機為試驗近尾

聲的殲-15，在採用核動力第二代航母出現前，

不排除搭載已能批量生產試飛的殲-31。

中共當前有兩個航空母艦基地，一個位於青島

膠南市古鎮口，一個位在海南三亞榆林港，19從

戰略戰術以及分散風險的角度來看，南北各擁有

一個航母基地最為適中。未來將規劃四處航母基

地，其增加大連與舟山航母基地，分屬於三大艦

隊，以分別應對朝鮮爭端、東海之爭、臺海局勢

與南海問題。20以目前周邊形勢和區域安全的需

求考量，中共計畫擁有四艘航母需求。21依據中

共海軍「三步走」的戰略規劃，航母將作為中共

遠海發展最重要之組成。

在兩棲艦艇部分，071型船塢登陸艦(玉統級)

是中共海軍第一款自主設計的船塢登陸艦，首艦

「崑崙山」號於2006年6月開工，2006年12月20

日下水，於2008年服役，可搭載四艘國產氣墊登

陸艇、一輛重型戰車或十輛越野車，搭載人數約

250人，目前已有三艘服役，預計建造六艘，是

中共目前最具現代化之兩棲登陸艦。22中共海軍

正積極發展081型兩棲攻擊艦以實現海空一體兩

棲戰力，靈感可能得自法國的「西北風」級，23

有望於未來幾年部署。近年來中共以跳躍式大規

模建造兩棲艦艇以建構強大的兩棲和海上軍力投

送能力，未來在081型兩棲攻擊艦成軍後，搭配

數艘驅逐艦、護衛艦與潛艦，以及一至兩艘補給

艦組成兩棲作戰艦隊，將足以威懾我國及任何一

個東南亞國家或日韓的水面艦隊。對中共現階段

的遠洋發展或是長期海軍戰略，都具有極為關鍵

的意義。

(二)水面及水下兵力建造

自2008年以來，中共海軍大力建造各種水面作

戰船舶，包括飛彈驅逐艦和飛彈護衛艦，並強化

艦隊防空、反艦攻擊及反潛作戰能力，未來將擔

負多樣性的任務。24現代級(杭州級)驅逐艦將作

為對付美國航母或神盾艦之殺手武器，25未來中

共遠海作戰主力將由052C型及052D型驅逐艦擔任

並賦予保駕護航及航母編隊護衛任務。中共海軍

將持續大量建造052D型導彈驅逐艦且下水服役，

數量將可能超過十艘。據西方媒體聲稱，中共如

果能夠保持現有艦艇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再部署

十至十五艘先進驅逐艦，中共海軍將成為亞太地

區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水面艦隊。26

中共海軍自1985年起相繼投入建造主力護衛

艦，目前中共近海防禦主力仍由053型護衛艦擔

任，擔負海上巡邏警戒、護漁護航或協同執行反

潛等任務；唯缺點是不適合擔任遠海反潛及遠洋

編隊護航反潛任務；遠海反潛的任務主要由054A

型導彈護衛艦承擔，並賦予遠洋作戰及航母編隊

護衛任務。根據美國國防部在2007年對中共海軍

水面兵力配置評估中，64%的驅逐艦隸屬於東海

艦隊；85%的護衛艦隸屬於南海艦隊。27這樣的部

署顯示出中共海軍為了奪取區域(緣海)內之制海

權所採取的攻勢態勢(東海艦隊作為對臺作戰主

力；南海艦隊則作為應付南海爭端主力)。28

另外在水下兵力部分，中共海軍自80年代起相

繼建造(含採購)各類型潛艦，並搭配攻擊性水雷

與導彈，29是現今中共水下作戰主力。中共海軍

潛艦完成組織變革，將擔任打擊、航母護衛與遠

洋護航等任務。值得注意的是039A型柴油攻擊潛

艦為中共海軍最新型常規潛艦，外觀上有些與基

洛級潛艦類似，所有外界有些觀點認為039A型潛

資料來源：

1.Ronald O’Rourke,“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 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to Congress No.RL33153,June 17,2016,p.50. 

2.作者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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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彈快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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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2014年至2016年中共國防預算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辰，〈世界軍費排名：2016年中國軍費增

幅降低〉，《中國新聞網》，2016年3月4日，〈ht t p://

www.chinanews.com/mil/hd2011/2016/03-04/614670.

shtml#nextpage〉(檢索日期：2017年1月7日)。

表1 中共海軍主戰艦艇建造總量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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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是由基洛級潛艦演化而來；另一觀點認為是從

俄羅斯阿穆爾潛艦的改良版。30在90年代中共積

極建造第二代攻擊型(093型，商級)與彈道導彈

(094型，晉級)核動力潛艦，31現正積極發展與建

造第三代攻擊型(095型，隋級)與彈道導彈(096

型，唐級)核動力潛艦，有望於近期部署。

三、海軍戰略結合「一帶一路」戰略的實踐

中共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在1989-1997年擔任

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時，在他的宣導下，中共開始

重視對「馬漢海權論」的研究。32馬漢是海權理

論的先驅者，基於英國與其他幾個歐洲國家海軍

發展的歷史，他提出影響海權的基本因素區分先

天與後天條件：33先天條件為地理形勢、自然結

構、領土延伸、人口數量、民族性質、政府政策

等六項；後天條件為生產、船舶數量、海外據點

及海軍實力等四項條件。本研究依據馬漢所提出

的「海權」觀念，作為中共現行海軍戰略結合

「一帶一路」戰略的執行驗證。

(一)建造海外據點

進人21世紀後，隨著中共的迅速崛起，中共

在全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安全利益日

益增多，印度洋在中共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也日益

凸顯。未來數十年，印度洋區域仍將是中共全球

能源和自然資源的主要供應地，以及投資和商品

市場的主要地區，也代表著麻六甲至印度洋地區

的海上安全與中共的國家安全的關係將越來越緊

密。隨著經濟的發展，能源與資源安全、貿易安

全、西南邊疆地區安全、海上戰略通道安全也將

更加依賴於印度洋地區的安全。所以，中共的印

度洋海上安全困境不僅僅只有「麻六甲困境」而

已。

能源需求開始顯著影響中共的戰略思維和軍事

規劃，中共希望掌控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關鍵

海上航線，唯一的辦法是藉助一連串港口設施與

軍事關係，也因此引發了西方各界對「珍珠鏈」

戰略的疑慮。近年來，中共積極與印度洋國家維

持良好政治和經貿關係，因此在經濟和政治領域

上積極主動幫助巴基斯坦、緬甸、斯里蘭卡、孟

加拉等國。中共是可以說是巴基斯坦最可靠的盟

友，也幫助斯里蘭卡打贏內戰，還援助過孟加

拉。

珍珠鏈的範圍從中國大陸沿海延伸到海南島，

經由南海到麻六甲海峽，直至印度洋及波斯灣沿

岸，遠到非洲；34其中包括位於孟加拉國的吉大

港、緬甸實兌港及位於巴基斯坦瓜達爾的海軍基

地。而「珍珠鏈」戰略又與「一帶一路」戰略之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異曲同工之妙。因

此，確保海上航線安全成為中共能源政策的一

環，這也是中共極力打造遠洋海軍及建造海外基

地為主要出發點。未來隨著「珍珠鏈」戰略擴大

發展的情況下，這將讓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越

來越感到擔憂，如圖4所示。

 (二)航母與核動力潛艦優先35

科技的創新與應用，加上軍事準則與作戰構

想的變革，使作戰本質產生變化，也改變作戰特

性與遂行方式。36以英阿福島戰爭為例，科技在

空戰與海戰扮演重要角色。37雖然科技不是戰勝

的主要因素，但在衝突中可提供優勢，這對海軍

執行任務的能力有重大影響，也改變海權發展。

海軍的組成、功能及戰略均受科技的變革影響甚

鉅，概分為載臺、武器與資訊。38

以載臺為例，中共積極發展海洋戰略，要在

2020年前能在西太平洋第二島鏈海域內發揮決定

性影響力，並建構遠程兵力投射能力及實施「反

介入/區域拒止」的能力。39此後，中共海軍常

穿越日本進入第一島鏈的活動逐漸頻繁，在擴

展海、空軍力之際，組建航母戰鬥群成為現階

段中共優先發展的目標。一旦中共擁有航母戰鬥

群，其在國家安全與戰略、戰術的意義將會有所

不同。在國家安全的意義上，中共將藉此鞏固其

近海防禦，擴大到遠海疆界，維護印度洋區域的

能源運輸線。在戰略的意義上，中共可以藉此嚇

阻第三國介入衝突區域的可能，如臺海、東海與

南海；或者採取「攻勢」作為。而在戰術的意義

上，將擴展中共海軍的打擊範圍，可以從遠距離

達成制海和對地進行武力投射之目的。

其次是建造核動力潛艦，中共認為唯一能有效

因應美國航艦的武器就是核動力潛艦。對中共海

軍來說，潛艦攜帶反艦導彈來對付美國航母戰鬥

群以達到「反介入/區域拒止」是最佳的選擇之

一；40如攜帶核彈頭，可產生極強的嚇阻戰力。

未來數年內中共將建造094型和096型彈道導彈核

潛艦，這將迫使美國或印度在介入印度洋區域封

鎖時會更加謹慎。近期中共海軍不時在印度洋上

佈屬潛艦，例如在2014年以反海盜之名，派遣核

動力潛艦到亞丁灣執行巡航任務，並多次停靠於

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與巴基斯坦境內港口，41這

也意味著中共潛艦逐漸強化在該區域的影響力。

(三)建造島嶼防衛力量

馬漢認為，評估任何據點的戰略價值必須具備

位置、強度與資源等三項原則，42例如英國掌控

直布羅陀作為戰略據點，該島擁有天然強度與優

越位置，扼要地中海進出。雖然該島資源缺乏，

物資補給困難，由於英國掌握制海權，以後天條

件彌補先天因素不足。美國掌握的夏威夷群島均

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上，由於日

本過度重視島嶼本身的戰略價值，認為僅佈署必

要航空兵力及海上與陸上警備兵力即可確保島

嶼。反觀美國自從反攻瓜島以來乃瞭解島嶼本身

極為脆弱，為確保各島嶼，強化島上防務，整建

航空基地，43以利實施「跳島攻勢」，選擇爭奪

日本戰略據點，控制重要航道使日本海上交通線

受阻。

南海東接太平洋，西臨印度洋，也是全球海

運的重要咽喉航道，這也意味著是中共能源與經

圖4 中共海軍未來十年海外基地港口佈局推測示意圖

資料來源：

1.張曼竹、李躍，〈深度：淺談印度洋對中國的戰略

意義助海軍東控麻六甲〉，《新浪網》，2015年3月

31日，〈ht t p://m i l.n e w s.s i n a.c o m.c n/2015-03-

31/1807826422.html〉(檢索日期：2017年1月7日)。

2.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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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的生命線，特別是維護南海交通線的安全以克

服「麻六甲困境」。近期南海緊張加劇，中共以

「九段線」視南海為「內水」，冀能控制南海水

域島嶼、漁業、礦產等資源，更欲奪取區域主導

權以掌控海、空交通樞紐，目前雖已掌控西沙

群島、中沙黃岩島，且占有南沙永暑礁等七個島

礁，惟對占有南海大半面積之南沙群島仍難以施

展拳腳，主要原因是在南沙島礁缺乏海、空基

地，無法在該地區進行空中與海上巡航，故精心

策劃南沙填海造陸工程，建成人工島礁，建造機

場，44派駐軍隊、部署海、空軍武力，將南海島

嶼作為不沉的航母，進而強化對南沙群島的控制

權。中共積極在南海島礁填海造陸與部署軍事設

施，以作為海空前進基地，創造在南海的戰略樞

紐，以便掌控印度洋到南海的海上通道—麻六甲

海峽，45如圖5所示。

肆、中共海軍執行「一帶一路」

戰略的侷限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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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共五艘遠洋綜

合補給艦(包括兩艘「福清」級、一艘「南倉」

級、兩艘較新的「福池」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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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美國現役補給艦超過

三十艘，為大約一百三十艘大型主戰水面艦艇提

供後勤保障。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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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海軍遠洋戰鬥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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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二、反潛能力仍有缺陷

中共海軍尚缺乏專業的反潛能力，大多數潛

艦主要是設計用來海岸防衛，且過於吵雜而不能

在水下快速航行。多數潛艦至今仍未克服噪音問

題，48如圖6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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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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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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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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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戰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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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潛艦部隊

缺乏遠洋經驗與經歷，只能在靠近基地的海域穿

梭。至2005年前，中共潛艦的遠洋巡邏次數是

零；到2008年提升到12次，甚至還有092型(夏

級)彈道導彈核潛艦自服役以來從未參加過遠洋

巡邏任務；而美國每艘潛艦每年至少遠洋巡邏1

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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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派出由一至二艘驅逐艦

或護衛艦、一至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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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中共所屬南海人工島礁圖

資料來源：

1.亞歷山大．內爾（Alexander Neill），〈觀點：南海島

礁上的「飛機庫」說明了什麼？〉，《BBC中文網》2016

年8月11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

china/2016/08/160811_viewpoint_south_china_sea_

hangars〉(檢索日期：2017年1月7日)。

2.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ilitary 

a n d S e c u r i t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I n v o l v i n g t h 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DC:U.S Defense 

department,2016),pp.14-20.   

 3.作者自繪。

圖6 中俄潛艦寧靜度比較圖

資料來源：1.Anthony H. Cordesman,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Power in 2014：Chinese,Japanese,Korean,Taiw

anese,and US Perspectives,(Washington,DC: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4),p.245.

2.作者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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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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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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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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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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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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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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缺乏實戰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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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一般演訓，才能真正發現

C4ISR的問題在哪裡。53

五、現階段缺乏足夠的海外基地

根據中共的海軍戰略與海運線安全的需要，中

共可能需要更多的海外基地，但目前為止離中共

海運線最近，而又比較能成為中共所利用的海軍

基地在緬甸。但緬甸自己沒有強大的海軍，無法

在中共與外國發生衝突時保衛這些基地。同時，

一些可能成為中共海外基地的所在國，如斯里蘭

卡與孟加拉等，由於政治都存在著不穩定性，也

代表中共可能會在戰時失去使用基地的許可。

中共試圖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海上霸主地位

積極建造海外據點，以便保護自己在印度洋和中

東地區的戰略利益；但美國已在全球建立一套完

整的基地網絡，包括日本、關島和印度洋的迪戈

加西亞島等，除此之外，美國隨時可得到盟友所

提供的協助，如印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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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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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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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綜合上述分析顯示，中共極力發展藍水海軍以

結合「一帶一路」戰略(尤其是海上交通線的維

護)仍有待時日，研究推測中共未來遠洋艦隊的

編隊，就航母戰鬥群的編組可能包含數艘052C型

及05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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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數艘核動力潛艦

來協力反潛。基本上，航母戰鬥群的編組尚可成

型，亦對我國家安全造成極大威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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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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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中共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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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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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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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貨物進出口量多數必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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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美國油頁岩壓裂採油技術逐漸成熟，對進

口石油的需求正逐漸下降，中共將會取代美國成

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中共能源進口主要

經由海上運輸，依賴進口的程度還不斷擴大，一

旦中美之間爆發軍事衝突，美國將封鎖中共的海

上運輸，屆時中共的「海上能源生命線」將會受

到致命的打擊。

中共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就是為了維護國

家利益和需求，但也是對軍隊改革的一個巨大牽

引。中共正式通過「一帶一路」的戰略設計，確

立了對海權的戰略需求。中共必須建立一支強大

的國防武力，以及一支能夠跨出國門，在千里萬

里之外的海軍力量，才能確保「一帶一路」在安

全上獲得保障，繼而確保戰略目標的實現。

另一方面，中共藉由快速發展的經濟作為後

盾，逐步實現海軍現代化的發展，希望透過「海

洋控制」及「兵力投射」為手段，以維護海洋權

益及建立對歐亞非地區的戰略影響力，然而在諸

多現實條件下，在2040年前是否能建立遠洋海軍

的戰略目標，仍有待觀察。但值得注意的是，中

共遠洋海軍戰略才剛起步不久，但以中共積極的

投入與全力的發展，勢必將成為東亞地區主要的

海上力量，也將受到全球所關注，尤以美國為

最。

二、建議

中共軍事現代化的速度，顯示出中共和我國的

軍事實力差距將會更加嚴重。中共現今已經消彌

某些軍事能力的差距，包括防空和長程海上攻擊

能力，這已可以用來支援多項對臺的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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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能在印度洋封鎖我能源生命線。未來兩岸情

勢若趨於緊張，中共海軍勢必藉由軍力優勢阻擾

我國在印度洋的能源運輸，將對我國安影響產生

重大威脅。因此我國必須藉由外交的手段參與美

國為首的情報交流合作，就海上運輸安全的實際

需要，我國海軍必須與他國部隊情報共享、密切

聯繫、協力監控，以維護我國海上生命線的安

全。

世界上，沒有廉價的國防。若考量民族尊嚴、

國家安全、人民生命財產相比較，則國防經費必

須用在刀口上。當今世界各國對海洋的控制爭奪

日趨白熱化之時，如何積極運用海軍來維護我國

的海洋權益，如何打造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來捍

衛主權是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國應以

海洋導向之國家戰略目標的建軍理念，建構相當

規模的海軍，才能擁有海權，嚇阻對方；唯有確

保海權才能維護國家安全，更能藉由海軍武力為

憑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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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建立一支能拒止他國的海軍，發展嚇

阻他國進犯的不對稱作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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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然而這項嘗試為幕府拒絕並未成功。1849

年，美國海軍上校格林（James Glynn）率艦到

達日本長崎，其成為首個與日本幕府進行協商的

美國人。1851年，格林向總統建議可由派里擔任

遠征日本的指揮官，因為其經驗、判斷與決心足

以勝任這項艱鉅任務。1852年，海軍部長格拉漢

（William Graham）指派派里擔任美國海軍東印

度分遣隊司令，這支分遣隊的兵力部署於印度洋

與中國海水域，並於其間執行巡弋任務。對美國

政府言，這項適才適所的任命成功地開啟了美日

關係的新扉頁，同時亦結束了日本兩世紀的鎖國

政策。

派里係美國海軍中少數具處理涉外事務經驗的

高階軍官。1819年，他在賴比瑞亞（Liberia）

建國期間曾奉命將重獲自由的非洲奴隸運往該

國。因此，由他來執行「日本開國」任務應是不

二人選。這次遠征日本行動被歷史學家認為係

1840年代美國擴張主義的最終樂章，但亦可被

視為美國海軍與商界希望將日本開放給西方願

望的長期累積。派里接任此項職務的最主要使命

係與日本進行通商談判，美國要求日本開放門戶

的原因包括了以下三點：（1）做為美國海軍新

式蒸汽動力軍艦在遠東地區的一個燃煤補給站；

（2）提供一個嶄新商機，促使日本開放港口准

許雙方進行貿易；（3）美國捕鯨船在日本周圍

水域作業需要一個補給基地，遭遇海難的美國船

員需要一個安全庇護場所。為了圓滿完成這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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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日本嘉永六年）7月，美國海軍東

印度分遣隊司令派里（Matthew Perry）率領

四艘軍艦抵達日本東京灣的浦賀水道（Uraga 

Chanel），派理奉美國總統之命要求日本開國並

與美國進行貿易。由於這些軍艦的船體被塗成

黑色，「黑船」一詞由此而來，日本人將此起

事件稱為「黑船來航」。翌年，派里再度率艦

來訪日本要求正式簽訂通商條約，日本德川幕

府（Tokugawa shogunate）在無力抗衡情況下

被迫與美國簽署了「神奈川條約」（Treaty of 

Kanagawa）。「黑船事件」結束了日本兩個世紀

的鎖國孤立政策，由於西南四大藩主對德川幕府

接受不平等通商條約一事極為不滿，於是決定推

翻幕府，其後才會有廢藩置縣集權中央的政治改

革。此外，日本亦由荷蘭引進蒸汽動力軍艦，設

立海軍學校並且創立新式海軍。更確切地說，

「黑船事件」係日本進行政治與軍事現代化的重

要催化劑，日本在這起事件後痛定思痛選擇接受

西方事務，遂在「明治維新」後成為東亞地區首

士與這次叛亂有關，日本於是對葡萄牙商人下達

了驅逐令。1639年，德川幕府決定執行孤立主義

政策，日本開始了長達兩個世紀的鎖國時期。這

項政策除嚴格禁止他國與日本進行貿易，同時亦

禁止滯留海外的日本人民返回母國。

日本進行鎖國期間，祇有與中國、朝鮮、琉球

與荷蘭維持著有限的貿易與外交關係。1844年，

荷蘭國王威廉二世（William II）曾要求日本開

放門戶，但是此提議遭到日本幕府的強烈拒絕。

事實上，除荷蘭外，包括英國、法國、西班牙與

葡萄牙等國家亦曾要求日本結束鎖國。這些國家

雖然成功地統治了許多亞洲國家，但是它們要求

日本開放門戶的訴求並未獲得任何實質進展。揆

其原因，主要在於日本幕府曾經制定法律，祇要

外國船舶接近日本水域，其將使用武力將其強力

逐出。在尋求與日本發展商務的西方國家中，美

國並非最強大的海權國家，其與日本接觸的時間

較西方其他國家為晚，然而其卻成為首個打開日

本門戶並與其通商的國家。這項成就來自其近百

年的不間斷努力，或許最重要的，美國採取了以

武力支持磋商的傳統砲艦外交作法並獲得豐碩成

果。

1797年至1809年，數艘美國商船曾至日本長

崎進行貿易，但在荷蘭政府要求下其必須懸掛該

國國旗。1846年7月，美國海軍中校畢度（James 

Biddle）曾率兩艘軍艦抵達日本浦賀水道，其向

日本幕府傳達了美國政府要求日本開放門戶的請

黑船事件

著者／翟文中
海軍官校74年班 
海軍備役上校

屈一指的強國。在下文中，我們將對「黑船事

件」的遠因、經過及後續影響進行扼要說明。

日本位於亞洲大陸沿海東緣，就地理位置與型

態而言，其係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島嶼國家。長期

以來，其對外往來對象主要為中國、朝鮮、琉球

及其周邊亞洲國家。15至17世紀，人類歷史進入

了地理大發現年代（Age of Discovery），歐洲

國家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積極地在全球各地尋找新

的貿易路線與商業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遂

開始了與歐洲國家的雙邊商務往來。1543年，葡

萄牙人率先建立了一條連接印度果阿（Goa）與

日本長崎（Nagasaki）的貿易路線。隨著貿易活

動開展，基督教亦透過商業活動傳入日本，由於

其教義與日本的傳統宗教如佛教與神道教牴觸，

教徒間經常發生衝突進而引發了日本社會不安。

為了防範基督教勢力進一步擴大，德川幕府於

1633年首次頒佈了鎖國令。1637年，九州東南的

島原（Shimabara）發生叛亂，此起事件參與者

很多是基督教徒。因此，德川幕府懷疑西方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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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派里在發起遠征日本行動前，仔細研讀了有

關日本的各項資料並蒐集了各式各樣工業產品，

他希望透過美國科技令日本懾服從而願意與其發

展商務關係，相關產品包括了電報系統、銀板照

相攝影機（daguerreotype camera）、地圖與海

岸測量圖以及費城製造的鐵軌與蒸汽火車模型。

最初，派里遠征日本的計畫係由國務院與海軍部

主導，其後費爾摩爾（Millard Fillmore）總統

全程參與了整個計畫的規劃與執行。1852年11

月，費爾摩爾總統任命派里為特命全權公使，於

是這次海軍遠征遂成為最高等級的外交使團行

動。

1852年11月，派里帶著菲爾莫爾總統的親筆信

函由美國諾福克出發，這支遠征日本的艦隊由蒸

汽推進軍艦「密西西比號」（Mississippi）與

「薩斯奎哈納號」（Susquehanna）以及風帆推

進軍艦「普利茅斯號」（Plymouth）與「沙拉托

加號」（Saratoga）四艘戰艦組成。1853年7月8

日，派里指揮的美國艦隊抵達日本東京灣的浦賀

水道。由於日本人從來未見過蒸汽船舶，對這兩

艘蒸汽推進的美國軍艦相當地敬畏，這現象頗符

合美國遠征日本行動的基本指導，藉由向日本炫

燿美國的「權力與偉大」而非使用武力，促使日

本心悅誠服地與美國簽訂通商協定。日本幕府對

派里的到來並不歡迎，並且要求美國艦隊立即駛

返長崎。由於肩負傳達美國總統文書使命，在這

種情況下，派里遂強硬地表示若幕府不接受美國

總統文書，他別無選擇將會對日本發起攻擊。最

後，德川幕府為了要讓派里離開遂接受了美國總

統文書，並表示希望獲得充份時間進行考量，翌

年再對美國提出的要求進行回應。7月17日，派

里率領艦隊離開日本，他告訴幕府明年春會回來

聽取其對美國要求日本開國的相關回應。

1854年3月8日，派里率領艦隊再次造訪日本，

此次他偕同500名官兵穿著整齊軍裝踏上日本領

土舉行盛大遊行，同時並向日本民眾展示了美國

精巧的工藝製品，例如轉輪手槍、火車模型與電

報系統。派里透過軟硬兼施的外交作為對日本民

眾施壓，加上德川幕府深知本身軍力不足，強

力抵抗的話勢將步上中國清廷後塵。在這種情

況下，開國似乎成了日本唯一和平選項。3月31

日，美國與日本在經過不斷磋商後簽訂了「神奈

川條約」，派里成功地打開了日本持續達兩個世

紀多的鎖國政策。根據美日協議條款，日本同意

開放下田（Shimoda）與函館（Hakodate）兩港

口通商、對在日本水域遇難的美國船員提供必要

協助與保護以及允許美國船舶在日本港口購買燃

煤、淡水與必要的補給品。美國兩次造訪日本都

是藉由軍事威脅迫使日本讓步，最後德川幕府終

於屈服於美國的壓力簽下有如西方列強加諸於中

國清廷般的不平等貿易條約。在其後五年間，日

本與其他西方列強亦簽署了類似的條約，日本鎖

國政策至此完全崩潰，日本自此開始了勵精圖治

走向強國的改革之路。

1850年代末期，「黑船事件」引發的恐慌已

逐漸褪去，但是存於幕府與諸藩間的內亂卻更加

激烈，這種發展催化了日本採行集權中央的政治

改革。由於美國要求日本開國的主要目的係取得

通商口岸而非建立殖民地，日本因此有充分時間

鞏固中央政權並從事政經改革，並能組建一支強

大且現代化的軍事武力。雖然被迫開國的背景與

時間相埒，但是中國清廷在政治與軍事改革上未

能獲得成功，這使得日後兩國出現了截然不同發

展，日本在甲午戰爭中一舉打敗清廷，遂成為東

亞地區首屈一指的軍事強國。時至今日，日本人

在每年七月仍會舉行盛大活動用以紀念「黑船來

訪」，派里出生地的美國羅德島新港市亦會舉行

類似慶典。為向派里表達崇高的敬意，美國新港

市與日本下田市現已結為姐妹市。1856年，派里

出版了「一支美國海軍分遣隊至中國海與日本的

遠征記事」（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他在書中對兩次遠征日本行動做了詳

盡說明。

在派里二度遠征日本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段

極有趣且鮮為人知的小插曲，此即派里曾在台灣

基隆外海錨泊停留了10天之久。在此期間，派里

曾率水手登上台灣並對可能的煤礦蘊藏進行了深

入調查。派里在報告中強調，台灣易於防守可做

為美國在遠東地區進行貿易的一個中途站，這種

情形和西班牙在美洲大陸運用古巴的情形一致。

派里力主美國應該佔領台灣，如此一來，可協助

美國有效地打破歐洲國家在主要貿易航線的壟

斷態勢。由於當時的美國總統皮爾斯（Franklin 

Pierce）認為，不必為了佔領一個遙遠島嶼耗費

如此多的資源，加上國會亦不贊同派理的這項提

議，佔領台灣做為美國貿易中途站的想法遂腹死

胎中。倘若當時美國政府接受了派里的建議，佔

領台灣將其納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屬地，這將徹

底改變日後整個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版圖，並使

台灣出現迥然不同於當前的歷史發展與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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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皎潔圓滿的明月高掛在夜空，一朵朵五彩繽

紛的煙花在天空綻放，發亮、消逝，又是一個中秋

之夜，也是家家團聚、舉杯歡慶的日子，但可惜的

是今年的中秋沒有連假，蘇軾曾高聲吟唱過:“明

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人總有悲歡

離合，就像月有陰晴圓缺，自古以來就無法兩全其

美，為了消弭這份惆悵，各中隊決定在學校舉辦烤

肉晚會，以各中隊為單位做分配，希望從活動中的

互動增進彼此的感情，讓平常嚴肅的官校生活也能

有熱情活潑的一面。

因應活動需求，學校特別安排時間讓我們外出採

買烤肉所需的用具，學長姐帶著我們穿梭在各個超

商及市場挑選採購，秉持著用最少的金錢得到最多

東西的原則，我們貨比三家，並精心挑選商品的品

質，忙得不可開交，但臉上掛著的不是疲憊，而是

開心的笑容。

我們將食材送到總隊餐廳，回隊的路上，大家

三三兩兩的並肩漫步著，晚風徐徐吹過我們耳際，

對比採購時的忙碌，現在的悠閒令人感到無比的珍

貴特別。正當我昂面享受晚風時 ，近乎圓滿的明

月滾進我的視界裡，這讓我想起小時候那輪滿月的

溫暖月光下，那快要被我遺忘的、片段的回憶⋯⋯。

微涼的風吹過，正在烤肉的爸爸笑著要我趕快洗手

過去吃東西；媽媽端著一壺新鮮現打的果汁從屋裡

海軍官校正期108年班/戴毓璇

走出來，溫柔的摸著我的頭，問我要不要喝果汁；

灰白的炭火透著餘溫，坐在爸爸媽媽中間的我，手

中捧著金黃飽滿的月餅，張口接下爸爸剛剝好的柚

子，爸爸媽媽一邊偷笑一邊將可愛的柚子帽戴在我

的頭上，我們一起抬頭看著滿月高高的掛在天空

中，月光溫柔的撫摸大地，溫暖的氣氛包圍著我

們，定時的相機貼心的幫我們紀錄了這一刻⋯⋯。同

學的笑聲把我拉回現在，我好像好久沒有如此平靜

的陪伴在家人身邊了。隨著我年紀的增長，隨著科

技、社會的改變，剛長大的小孩總是覺得要跟同學

一同過節才是最酷的，連這個具團圓意義的節日，

我也是盲目的往外跑，想和同儕打成一片玩到晚

歸，抬頭仰望夜空，恰似玉盤的銀輪不只思鄉的人

看見，遠在他鄉的故人，居在家鄉的父母，或許一

樣在享受這個中秋，沉浸在歡笑或是思念中。

過沒多久，大家殷殷期盼的烤肉晚會終於開始

了，木炭在一分鐘之內燒的滋滋作響，趕緊把烤肉

串、香菇、起司馬鈴薯…放在烤肉架上，再刷上香

香的烤肉醬，待它們散發出香噴噴的味道，聞的我

口水直流，肉在烤肉架上就像變臉大師，一下子從

紅色變成了褐色。在烤肉的同時，中隊集合場中間

是學長安排的團康遊戲，為了促進隊上每個人彼此

之間的感情而設計，有呼拉圈接力、踢罐子遊戲、

動詞Tempo…等等趣味遊戲，中途還請輔導長一同

吃烤肉玩團康，因為我們的輔導長是女生，被我們

拉進去玩遊戲時還有些羞怯彆扭，總是揮揮手搖搖

頭客氣的說自己不拿手，但是後來卻和我們打成一

片像孩子般一起嬉鬧，無法想像輔導長會放聲大笑

和瘋狂尖叫，平時板著一張臉、話又少的軍官，在

海軍官校中秋烤肉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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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歡樂的氣氛下也卸下了工作的面具，和我們享

受這愉快的時光，也讓我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平常忙碌的生活步調壓得我們喘不過氣，最需

要的就是放鬆、休閒、發洩，真的很開心能在海軍

官校舉辦烤肉晚會，藉由這個活動讓大家拋開了煩

悶一起投入這個節日，看見每個人不同的一面，有

活潑的、悶騷的、熱情的，及平常鮮少表現的那一

面，在這個歡樂的夜晚表露無遺，伴著這天特別圓

滿的月亮，大家像家人一樣，團聚在一起。

工作的繁重或求學的距離，常常使家人各居異

地，中國人將中秋節稱作團圓節，背後的意義是可

以和親人一起圍坐在大圓桌旁高高興興、熱熱鬧鬧

地吃上一桌團圓飯的日子，並在這天短暫的休息再

出發。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在這個舉家團圓的日

子，還有一部分的人沒有回家，還有一部分的人們

仍堅守自己的崗位、辛勤的付出，因此我們要滿懷

著感恩的心，因為有他們，我們這個中秋才能過得

如此圓滿。

今年夏天，僅有三個星期暑假的我，把握了這美

好但短暫的假期，與我高中時期的摯友雅鈞，規劃

了兩天一夜宜蘭輕旅行，為我們4年多的友誼留下

一些特別的回憶。

宜蘭，台北人的後花園，從台北搭公車到宜蘭市

經雪山隧道，僅需一個鐘頭就可到達。首先，我們

第一個造訪的景點是宜蘭火車站前站的幾米廣場，

看見了幾米畫本中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呈現在我眼

前，與這充滿童趣又可愛的地方合照，記錄著我和

雅鈞不朽的友情。

接著，我們在宜蘭市的大啖了許多美食，其中令

我倆印象最深刻的食物，非位於中山路上的十六崁

瓜仔雞麵莫屬了，它那濃郁的湯頭，入口即化的軟

嫩雞肉，讓我至今仍難以忘懷，不僅如此，這個小

小的路邊攤，在中午時段擠滿了眾多的觀光客，老

闆卻依舊維持著一定的供餐速度，與服務品質，令

我相當佩服。

下午，我們驅車前往冬山的童玩節開幕式，今年

的活動相當精彩，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團體，絕

大部分的演出者都是兒童，他們小小年紀卻台風穩

健，落落大方，讓我相當欽佩。再者，參與了這次

童玩節活動，更讓我倆重溫了童年美好的回憶，因

為那兒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古早味玩具，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再度參與這場盛事。

夜晚來臨，這次我們

並沒有選擇入住一般的

民宿，相反地，我們住進

了背包客棧─金啾吉，它位於宜蘭市，是一棟老屋

改造成的背包客棧，由一對年輕的夫婦所經營。我

倆一踏入屋內，便受到老闆娘盛情款待，她與我們

聊著成立這背包客棧的由來，是因為他的先生Sam

在台北工作，長期壓力過大，因此生病了，於是熱

愛宜蘭也熱愛旅行的兩人，決定辭去工作搬到宜蘭

養病、定居，並開設了一間供背包客住宿的客棧。

至於金啾吉名稱的由來，是因為老闆娘非常喜歡青

蛙，在供旅人們交流的客廳，到旅人們的房間你都

可以看見青蛙裝飾品或玩偶的身影。

這一夜很特別，我和雅鈞遇

到了一位香港女孩，與五人的

單車環島團，他們與我們分享

了許多故事。這名香港女孩

已經造訪了5次台灣，這是她

第六次造訪台灣，她告訴我

們她非常喜歡台灣，因為這

裡的人們很熱情，很友善，

不僅如此，她們香港人非常希望香港能和

台灣一樣享有民主和言論出版自由。因為她的一席

話，讓我和雅鈞了解到自己是有多麼的幸運可以生

於這塊寶島，享有這麼多的權利與自由。

與五人環島團聊天，起因於我們在小客廳與他們

玩桌遊，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原本是四人的高醫大

單車環島團，直到前幾天吃飯時，遇見了獨自一人

環島的海科大阿坤，他們相互打招呼、寒暄後，發

現阿坤與他們的環島目標、志趣相同，便一同行動

了。他們告訴我們這是他們第2次環島，在每次過

程中，他們都在找尋新的自己，也發現了自己一天

比一天更加進步。不只如此，他們的身份是大五醫

學系學生，他們分享了許多白色巨塔內的故事，他

們說他們有些同學明明不想當醫生，卻因為分數很

高，在父母的期待之下，只好填醫學系，而放棄原

本的興趣。這反映了台灣教育的悲歌，我們都迷失

在追求高分當中，卻忘記了自己的興趣，然而，我

是何其幸運有一對尊重我的父母，讓我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事。次日， 我們吃了老闆娘推薦的炸醬麵

後，便結束了這趟豐富的心靈之旅。

這次兩天一夜的輕旅行，不只是紀念了我和雅鈞

4年多的誠摯友誼，更讓我大開眼界，認識了各式

各樣的人，欣賞了不同的 文化風俗，聽了許多的

故事，才知道自己有多

麼幸運，可以生長於台

灣，可以擇我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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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背包客棧─金啾吉，它位於宜蘭市，是一棟老屋

改造成的背包客棧，由一對年輕的夫婦所經營。我

倆一踏入屋內，便受到老闆娘盛情款待，她與我們

聊著成立這背包客棧的由來，是因為他的先生Sam

在台北工作，長期壓力過大，因此生病了，於是熱

愛宜蘭也熱愛旅行的兩人，決定辭去工作搬到宜蘭

養病、定居，並開設了一間供背包客住宿的客棧。

至於金啾吉名稱的由來，是因為老闆娘非常喜歡青

蛙，在供旅人們交流的客廳，到旅人們的房間你都

可以看見青蛙裝飾品或玩偶的身影。

這一夜很特別，我和雅鈞遇

到了一位香港女孩，與五人的

單車環島團，他們與我們分享

了許多故事。這名香港女孩已

經造訪了5次台灣，這是她第

六次造訪台灣，她告訴我們她

非常喜歡台灣，因為這裡的

人們很熱情，很友善，不僅

如此，她們香港人非常希望香港能和台灣一樣享有

民主和言論出版自由。因為她的一席話，讓我和雅

鈞了解到自己是有多麼的幸運可以生於這塊寶島，

享有這麼多的權利與自由。

與五人環島團聊天，起因於我們在小客廳與他們

玩桌遊，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原本是四人的高醫大

單車環島團，直到前幾天吃飯時，遇見了獨自一人

環島的海科大阿坤，他們相互打招呼、寒暄後，發

現阿坤與他們的環島目標、志趣相同，便一同行動

了。他們告訴我們這是他們第2次環島，在每次過

程中，他們都在找尋新的自己，也發現了自己一天

比一天更加進步。不只如此，他們的身份是大五醫

學系學生，他們分享了許多白色巨塔內的故事，他

們說他們有些同學明明不想當醫生，卻因為分數很

高，在父母的期待之下，只好填醫學系，而放棄原

本的興趣。這反映了台灣教育的悲歌，我們都迷失

在追求高分當中，卻忘記了自己的興趣，然而，我

是何其幸運有一對尊重我的父母，讓我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事。次日， 我們吃了老闆娘推薦的炸醬麵

後，便結束了這趟豐富的心靈之旅。

這次兩天一夜的輕旅行，不只是紀念了我和雅鈞

4年多的誠摯友誼，更讓我大開眼界，認識了各式

各樣的人，欣賞了不同的文化風俗，聽了許多的故

事，才知道自己有多麼幸運，可以生長於台灣，可

以擇我所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