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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改後海軍陸戰隊
的建構與發展

黃郁文　先生

壹、前言

中共在軍改之前，海軍只有南海艦隊2

個海軍陸戰旅1，從2012年軍改後將原北部

戰區陸軍26集團軍摩步第77旅轉隸海軍陸戰

隊，開始擴編海軍陸戰隊，現在應超過4萬

人2，包含6個作戰旅(南海艦隊1旅、2旅，

東海艦隊3旅、4旅，北海艦隊5旅、6旅)、

特種作戰旅及配屬有艦載機航空部隊3。考

量中共海軍陸戰隊發展方向是朝向具備全域

獨立作戰能力，因此其地位與角色將日益重

要。

中共海軍陸戰隊係以兩棲作戰武器為基

本裝備，主要遂行登陸作戰任務的海軍兵種

，可單獨或配合其他軍兵種實施登陸作戰、

參加海軍基地、港口、島嶼的防禦作戰及特

種機動作戰等任務，具備複雜條件下的生存

和戰鬥能力4。本文研究目的，即是要瞭解

中共海軍陸戰隊的發展，以知敵明敵，並希

望能提供國軍在海軍未來建軍備戰的規劃上

註1：黃郁文，〈論中共「海軍院校」教育體制改革現況〉，《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3期，2018年6月1日，頁121。
註2：Dennis Blasko and Roderick Lee，〈中共海軍陸戰隊的發展〉，《國防譯粹》，第46卷，第5期，2019年5月，頁76。
註3：〈海軍陸戰隊某旅組織“榮譽‧榮光＂優良傳統主題文藝匯演〉，中共海軍網，2018年6月7日，http://navy.81.cn/con-

tent/2018-06/07/content_8054902_3.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註4：〈五大兵種海疆「閱兵式」之海軍陸戰隊〉，中共軍網，2019年4月18日，http://www.81.cn/jwgz/2019-04/18/con-
tent_9482217.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23日。

提　　要：

一、中共海軍朝「近海防禦、遠海護衛」戰略轉型及多元用兵戰力發展

，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分別改隸北、東、南部戰區，且南部

戰區司令員首次由海軍將領袁譽柏中將擔任；另配合南沙島礁與吉

布地海外基地完成建設啟用，陸戰隊及防區警戒防衛任務日增。

二、在軍改之前，中共海軍只有南海艦隊2個海軍陸戰旅，在2017年4月

共軍新調整組建84個軍級單位時，首次出現海軍陸戰隊司令員、政

委的職務，均為少將軍銜，陸戰隊漸受重視，可見一斑。

三、中共海軍陸戰隊現在至少有7個旅，預判中共陸戰隊發展方向是朝向

具備全域獨立作戰能力。我國要密切注意中共海軍陸戰隊的發展，

在未來防衛作戰上，才有可能及早準備、克敵制勝。
關鍵詞：中共海軍、海軍陸戰隊、特種作戰旅、空中突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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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前瞻的決策。

貳、軍改前海軍陸戰隊概況

中共於1950年初，即成立海軍步兵，到

1952年，組建了5個陸戰團和2個戰車團，

1955年1月18日成立不久的中共海軍陸戰隊

就參加「一江山戰役」。1957年中共調整全

軍編制，海軍陸戰隊編制被撤銷，原有人員

和裝備併入陸軍。在1974年1月，海軍發動

奪取西沙群島的海上登陸戰役，陸戰隊一個

營的兵力逐步在德拉莫特島(音譯)、帕東島

(音譯)、瑪尼島等島嶼登陸，並遭到南越士

兵的抵抗5；為了收復西沙島礁，共軍臨時

抽調陸軍部隊進行作戰，陸軍沒有從事過海

上任務訓練，幾乎所有官兵都暈船，雖然取

得了勝利，但是也夠讓中共感到警覺。戰後

結果，靠近越南的南海的大部分水域由中共

控制。南沙群島中有多個島礁也屬於中共，

並駐有海軍陸戰隊和開設有海軍艦艇和巡邏

艇的專門停泊點。當年中共海軍奪回了這些

島礁，後來陸續在2010年起開始填海造島，

在南海7個暗礁進行擴建，甚至建設可供戰

機起降的航空基地跑道。過去幾年已在南海

的赤瓜礁、東門礁、南熏礁、華陽礁、永暑

島、美濟礁、渚碧礁等7個島礁填海造地近

1,300公頃，現再將重心轉向基礎設施建設

，包括3條3,000公尺的飛機跑道6。中共的

戰略考量主要為確保南海優勢；另一方面用

來宣示對南沙群島主權與利益的決心7。

到1980年中共海軍陸戰隊第1旅正式成

立，被編入南海艦隊8。因中共在認真分析

幾場局部衝突的經驗後得出結論：在武裝力

量的每一軍種的編成中有「快速反應部隊」

是有必要的；其後海軍陸戰隊編制擴大到兩

個旅的規模，逐步形成諸兵種合成、快速反

應的作戰力量。2009年1月中共發布的《

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指出，海軍陸

戰隊主要由陸戰兵、兩棲裝甲兵、砲兵、工

程兵和兩棲偵察兵等構成，主要任務是獨立

或配合陸軍部隊實施登陸作戰，奪取登陸點

和登陸地段，保障後續梯隊登陸9。

最初，中共海軍陸戰隊的訓練和裝備是

為了遂行兩棲突擊，而非針對有防守的海岸

進行大規模登陸。中共認為大規模登陸的任

務是留給陸軍的師級部隊，因為他們受過相

關兩棲艦艇的訓練。原南京軍區的陸軍即編

制有兩棲部隊，這支部隊的定位是為了武力

攻打臺灣做準備；此外，中共還有一支是屬

於海軍的陸戰隊，定位為登陸戰及保衛島礁

，後來兩支登陸部隊合併成為海軍陸戰隊，

展現共軍轉變對經略海洋的實質性行動的戰

略意涵。

在2017年2月15日之前，中共陸戰隊的

地位與規模並不突出，只有第1及第164旅；

註5：〈俄羅斯人眼中的中國海軍陸戰隊〉，《軍事文摘》，2000年11月29日，http://www.omnitalk.com/miliarch/gb2b5.
pl?msgno=messages/968.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23日。

註6：〈3分鐘看懂中共南海西沙建設 搶主權行動〉，中央社，2017年3月16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 
201703160352.aspx，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註7：宋吉峰，〈中共南海「填海造島」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0卷，第1期，2016年2月1日，頁83。
註8：程少，〈軍中之軍 鋼中之鋼〉，《百科探秘》，2015年6期，版12，頁26。
註9：〈陸地猛虎海上蛟龍：中國海軍陸戰隊素質世界居前〉，中新網，2009年4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gn/

news/2009/04-20/1654466.s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月一日　63

中共軍改後海軍陸戰隊的建構與發展

真正具有較強兩棲作戰實力的反而是過去部

署在南京與廣州軍區的兩棲機械化步兵師，

其中的31集團軍更是號稱對臺作戰的拳頭部

隊。軍改前的陸戰隊總人數約1萬2,000人(

兩個旅組成)，並不是真正的「軍」級單位

，也不能等同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為了提高

作戰能力與效率，未來的海軍陸戰隊需要額

外的後勤和空中支援，而不是更多的步兵10

。中共在軍改前後，除了增加聯兵旅之外，

旅級單位內部的組織也有做調整(組織預判

，如圖一、二)。

在軍改之前海軍陸戰隊的定位，接近於

特種部隊，用於遂行兩棲登陸、島礁守備等

任務，主要集中於水際灘頭作戰使用11。在

以往的作戰想定中，中共海軍陸戰隊在完成

登陸場開闢後便不再執行任務，會將縱深挺

進的後續任務交給陸軍部隊。因此，中共海

軍陸戰隊規模僅為2個旅，但這一編組模式

不適應未來可能發生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而

海軍陸戰隊在遠距離獨立遂行縱深推進的需

求越來越大。

對中共而言，東海和南海的島礁之爭日

益嚴重，而共軍在全球開建基地和補給點，

以及海外中資利益保護、護僑及撤僑行動的

要求愈來愈多的背景下，精幹靈活且戰鬥力

強的海軍陸戰隊，自然成為中共的拳頭部隊

。加上海軍陸戰隊無論人數及裝備上，都遠

遠落後形勢發展需要，也埋下日後海軍陸戰

隊擴編的主因12。從2013年後，中共海軍陸

戰隊開始緊鑼密鼓地調整和訓練，《2019年

美國國防部向美國國會所報告之中共年度軍

圖一：軍改前海軍陸戰旅組織預判
資料來源：〈美智庫稱中國海軍陸戰隊重組〉，新浪新

聞，2019年2月12日，https://mil.news.sina.com.
cn/china/2019-02-12/doc-ihqfskcp4563611.shtml
，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圖二：軍改後海軍陸戰旅組織預判
資料來源：〈海軍陸戰隊某旅組織開展開訓動員大會〉，

中共國防部，2019年1月5日，http://www.mod.
gov.cn/big5/2018lbbz/2019-01/05/content_4833637.
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註10：〈美智庫稱中國海軍陸戰隊重組 將由2個旅擴編至8個旅〉，新浪軍事，2019年2月12日， https://mil.news.sina.com.cn/
china/2019-02-12/doc-ihqfskcp4563611.s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註11：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2019 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
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FINAL_5MB_20190103.pdf，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12：〈擴編海軍陸戰隊保海外利益　解放軍第26集團軍轉隸海軍〉，新浪軍事，2017年2月17日，https://www.ettoday.net/
news/20170217/868420.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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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報告》中就指出「中共海軍陸戰隊於2018

年3月至6月進行了長距離機動演習，在雲南

和山東半島的訓練區部署了約1萬名人員。

這項演習可能旨在提高海軍陸戰隊的遠程征

戰能力」13，(2013年後中共海軍陸戰隊紀要

，如表一)。

由此顯見，海軍陸戰隊將不再只是負責

水際灘頭作戰的部隊，擴大編制滿足「由海

表一：海軍陸戰隊大事紀要表

時 間 重 要 事 件 主 要 內 容

2013年
3月

《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
用》對陸戰隊的介紹

指出海軍艦隊下轄艦隊航空兵、基地、支隊、水警區、航空兵師
和「陸戰旅」等部隊。

2016年
1月

陸戰隊首次在沙漠戈壁地區進
行實兵實彈演習。

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海軍政委苗華特別親赴新疆觀摩。

2017年
1月

新型ZTL-11兩棲突擊車出現。 塗上海軍陸戰隊迷彩的新型兩棲突擊車在海南島出現。

2017年
2月15日

北部戰區陸軍第26集團軍77旅
舉行轉隸大會。

現場官兵均身穿海軍陸戰隊迷彩服，表明已轉型為海軍陸戰隊。

2017年
4月

中共組建84個軍級單位(包含
海軍陸戰隊)。

首次出現海軍陸戰隊司令員、政委職務，均為少將軍銜。

2017年
12月3日

海軍第28批護航編隊有「陸戰
第2旅」隊員參加 

參加護航的特戰隊員的臂章上有「中國海軍陸戰隊第２旅」字
樣。

2017年
12月

海軍陸戰隊旅的編制內出現
「空中突擊營」。

軍媒報導：「突中突擊營」為共軍陸戰隊的新兵種，垂直登陸不
再是特種作戰性能，而是常規作戰內容。

2018年
1月

惡劣天氣下，於山東半島多處
港口展開裝卸載。

期間穿插跨域機動「防敵空襲」、「海上救生」等15個課目的訓
練。等於演練並驗證了部隊的兩棲作戰能力。

2018年
3月

強化遠程機動和全域作戰能力
的跨區域實戰化訓練。

某旅採「保障、訓練、評估」三位一體模式，實施空中、水路、
鐵路和摩托化相結合的聯合投送，上萬官兵機動2,000多公里，
分抵滇北及濰北。

2018年
3月27日

海軍陸戰旅飛行員訓練。
陸戰隊某旅在黃海海域進行課目訓練時，發現疑似傾覆船隻，飛
行員迅速駕機查證，發現5漁民正等待救援。

2018年
6月

原26集團軍摩步77旅改為海軍
陸戰隊第6旅。

「中共海軍網」2018年6月7日報導透露。

2018年
7月

國際軍事比賽—2018海上登陸
賽。

各國均使用中共海軍陸戰隊武器，檢驗海軍裝備性能。

2019年
4月

大陸央視報導證實陸戰隊擴
編。

兩棲作戰力由兵種轉向全面發展，「陸戰隊擴編成軍」，系列轉
型之舉，讓兵種搭配、職能分配更加合理。

資料來源：參考〈海南島驚現ZTL-11兩棲突擊車　已刷上海陸迷彩塗裝〉，ETtoday，2017年1月16日，https://health.et-
today.net/news/850172?t=，檢索日期：2019年6月11日；〈陸不甘示弱 首證實海陸成軍〉，中時電子報，2019
年4月2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90422000515-260102?chdtv，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
日；〈中國海軍陸戰遠征軍成型 兵力擴大3倍6個陸戰旅亮相〉，每日頭條，2017年12月5日，https://kknews.
cc/military/mk9aqbp.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1日；〈中國海軍一出手也能100架直升機：這新兵種成周
邊最讓人羨慕部隊〉，每日頭條，2018年1月5日，https://kknews.cc/military/y25lkbn.html檢索日期：2019年6
月12日；〈陸海軍陸戰隊 山東演訓登陸作戰〉，中時電子報，2018年1月3日，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80103000104-260301?chdtv，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千里挺進跨區組織實戰化訓練〉，
《解放軍報》，2018年3月26日，版1；〈這支中國部隊近來連續獲得新裝備，或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急先鋒
〉，每日頭條，2018年3月29日，https://kknews.cc/military/rxx9j84.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1日；〈海軍
陸戰隊某旅組織“榮譽•榮光＂優良傳統主題文藝匯演〉，中共海軍網，2018年6月7日，http://navy.81.cn/con-
tent/2018-06/07/content_8054902_3.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註13：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https://media.defense.gov/2019/May/02/2002127082/-1/-1/1/2019_CHINA_MILITARY_
POWER_REPORT.pdf，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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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陸」戰略勢在必行14。

參、軍改後海軍陸戰隊狀況

中共海軍朝「近海防禦、遠海護衛」戰

略轉型15，在2017年4月共軍新調整組建的84

個軍級單位之時，首次出現海軍陸戰隊司令

員、政委的職務16，均為少將軍銜。在軍改

後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分別改隸北

、東、南部戰區，各戰區主要任務目標不同

，因此海軍各式艦艇的配置上，以該戰區任

務目標因應考量而配置兵力17。根據中共官

方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陸戰隊》一

書，將海軍陸戰隊的建制定為旅，是海軍第

二任司令員葉飛將軍的決定。不過，隨著近

年來中共海軍新型兩棲作戰艦艇的批量裝備

，以及艦載直升機數量和性能的不斷提升，

在登陸作戰中建制投送旅級的兵力應是不難

達成18，且中共海軍陸戰隊發展方向是具備

全域獨立作戰能力、是一支諸兵種合成的能

實施快速登陸和擔負海岸、海島防禦等支援

任務的兩棲作戰部隊，是應付局部戰爭和軍

事衝突的拳頭，又是聯合進攻行動的「尖刀

」，在現代戰爭中舉足輕重19。

一、軍改後海軍陸戰隊的擴編

海軍陸戰隊在升格為「軍」之後，由2

個旅擴編至7個旅20，兵力近4萬人。擴編後

，各戰區下轄的陸戰旅任務側重會有所不同

。北部戰區陸戰旅主要重點為山東半島外海

地區，東部戰區陸戰旅責無旁貸地主要對臺

灣，南部戰區陸戰旅則肩負維護南海地區主

權穩定，各艦隊陸戰旅因登陸作戰、島礁奪

控等作戰需求的不同，訓練任務也各有針

對性21。

2017年軍改後，原陸戰第164旅番號改

為陸戰第2旅；原海防第13師、上海警備區

海防第2旅劃入東部戰區海軍，分別調整為

陸戰第3旅、陸戰第4旅；原青島警備區海防

團、陸軍26集團軍摩步77旅劃入北部戰區海

軍22，調整為陸戰第5、第6旅。海軍蛟龍突

擊隊調整為陸戰隊特種作戰旅；6個旅雖分

別隸屬東、南及北部戰區，但指揮權仍在海

軍參謀部23。

二、部分陸軍及海防部隊改隸海軍陸戰隊

2017年2月陸軍第77旅轉隸海軍(2016年

註14：〈這支中國陸軍部隊一夜間成為海軍，將執行完全不同以往的任務〉，每日頭條，2017年2月16日，https://kknews.cc/
military/k88ep98.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4日。

註15：《106年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7年12月)，頁32。
註16：〈習近平接見全軍新調整組建84個軍級單位主官並發布訓令〉，中共國防部，2017年4月18日，http://www.mod.gov.cn/

big5/leaders/2017-04/18/content_4778669.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1日。

註17：鍾永和，《解密「海洋強國」戰略: 解放軍海軍維權與執法》(臺北：獵海人出版社，2018年8月)，頁183。
註18：〈講武談兵-新式裝備服役後，海軍陸戰隊未來應做何調整？〉，每日頭條，2017年1月16日，https://kknews.cc/mili-

tary/an9jxag.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19：〈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陸戰隊！〉，每日頭條，2018年5月19日，https://kknews.cc/military/xqgzny9.html，檢索日期：

2019年6月15日。

註20：同註11。
註21：〈媒體關注:海軍陸戰隊在軍改中擴編〉，壹讀，2017年12月22日，https://read01.com/4D7OzM3.html，檢索日期：

2019年6月15日。

註22：〈這支中國陸軍部隊一夜間成為海軍，將執行完全不同以往的任務〉，每日頭條，2017年1月16日，https://kknews.cc/
military/k88ep98.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23日。

註23：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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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加「跨越-2016朱日和」演練)24，一些

陸軍部隊也被轉隸海軍成為新的陸戰旅，外

界認為應該併入的原陸軍兩棲部隊都未於此

波軍改中併入海軍陸戰隊，新的四個聯兵旅

大部皆是由陸軍移編而成25。原本的陸軍戰

區集團軍的兩棲部隊仍留在陸軍。

值得注意的是，除在海軍下的陸戰隊，

在陸軍中也保留有非常強大的兩棲作戰部隊

。例如東部戰區的第72與73集團軍，以及南

部戰區的第74集團軍26，下轄有6個兩棲合成

旅，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兩棲的作戰方

式，在臺海戰爭的登陸戰中取得勝利(中共

兩棲登陸戰力預判，如表二)。

三、陸戰隊航空兵部隊

依報載2018年3月份中共海軍陸戰隊某

旅的航空兵部隊於黃海海域進行海上空域課

目訓練時，參與救援27，顯見空中突擊確已

成為陸戰隊任務之一。陸戰隊與海軍航空兵

在航空作戰領域有著較大不同，海軍航空兵

側重反潛、反艦、艦隊遠程警戒、垂直補給

、人員運輸與救援任務；而陸戰隊則著重地

面戰、直升機對地打擊火力、裝備與人員突

擊、傷員後送等，兩者的任務有較大區別，

海軍陸戰隊的航空兵更接近陸軍航空兵而不

表二： 中共兩棲登陸戰力預判(含陸軍兩棲部隊)
單 位 名 稱 駐 地 備 考

海軍 陸戰隊司令部 廣東潮州 91811部隊

南部戰區海軍 陸戰第1旅 廣東湛江 原海軍陸戰隊第1旅

南部戰區海軍 陸戰第2旅 廣東湛江 原陸戰第164旅

東部戰區海軍 陸戰第3旅 福建晉江 原福建海防13師

東部戰區海軍 陸戰第4旅 廣東揭陽 上海警備區海防第2旅

北部戰區海軍 陸戰第5旅 山東嶗山 原青島警備區海防團

北部戰區海軍 陸戰第6旅 山東海陽 原26集團軍摩步77旅改隸

海軍 特種作戰旅 海南三亞 海軍蛟龍突擊隊為主

東部戰區陸軍第72集團軍
兩棲合成第5旅 浙江湖州 負責對臺作戰

兩棲合成第124旅 浙江湖州 負責對臺作戰

東部戰區陸軍第73集團軍
兩棲合成第14旅 廈門同安 負責對臺作戰

兩棲合成第91旅 廈門同安 負責對臺作戰

南部戰區陸軍第74集團軍
兩棲合成第1旅 惠州西湖 負責南海方面及對臺作戰

兩棲合成第125旅 惠州西湖 負責南海方面及對臺作戰

資料來源：參考〈海軍陸戰隊某旅組織開展開訓動員大會〉，中共國防部，2019年1月5日，http://www.mod.gov.
cn/big5/2018lbbz/2019-01/05/content_4833637.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http://www.mod.gov.cn/
big5/2018lbbz/2019-01/05/content_4833637.htm。〈美智庫稱中國海軍陸戰隊重組〉，新浪新聞，2019年2月12
日，https://mil.news.sina.com.cn/china/2019-02-12/doc-ihqfskcp4563611.s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DE-
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2019 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
News/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FINAL_5MB_20190103.pdf，檢索日期：2019年6
月15日；〈美密切注視中國海軍陸戰隊擴編〉，每日頭條，2017年3月17日，https://kknews.cc/military/nmb6jvq.
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24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註24：同註22。
註25：同註2，頁76。
註26：〈直擊第七十四集團軍某合成旅兩棲戰車複雜海況下進攻戰鬥演練〉，新華網，2019年5月8日，http://www.xinhuanet.

com/mil/2019-05/08/c_1210128649.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23日。

註27:〈這支中國部隊近來連續獲得新裝備，或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急先鋒〉，每日頭條，2018年3月29日， https://kknews.cc/
military/rxx9j84.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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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軍航空兵。預判海軍陸戰隊配備有運輸

直升機營和攻擊直升機營：運輸直升機營除

裝備直-9通用直升機和直-18運輸直升機，

還會配備更為先進的直-20，主要任務是運

送陸戰隊特戰隊員對敵縱深實施機降滲透、

分割包圍，配合正面主力部隊；攻擊直升機

營的主要裝備則是直-10攻擊直升機和直-19

武裝偵察直升機，除了為運輸直升機群護航

外，其主要任務還包括為主攻部隊提供空、

地火力支援、為遠程打擊部隊提供精確目標

指示等28。

四、裝備概況

近2年中共海軍的054A型、056型護衛艦

、052C/D型飛彈驅逐艦、遠洋綜合補給艦、

戰車登陸艦、兩棲船塢登陸艦、掃雷艦、海

洋綜合調查船等逾40艘各型主(輔)戰艦艇陸

續撥交中共海軍艦隊，海軍持續列裝配備防

空、反艦、反潛武器之新式艦艇，並快速汰

換老舊艦船，以支撐其「近海防禦、遠海護

衛」之軍種戰略需求29。裝備概況如下：

(一)兩棲登陸艦

兩棲作戰思維著重兩項裝備：兩棲攻擊

艦及船塢登陸艦。兩棲攻擊艦強調的是航空

能力，在擁有制空權的條件下，快速隱蔽地

攻占敵區內陸戰略要點；船塢登陸艦強調灘

頭登陸能力，為登陸作戰提供後續進攻能力
30。兩棲登陸船艦的建造主要做為海軍陸戰

隊的載具，以便把部隊、裝備運輸到鄰近海

域，通過海面、空中等方法把部隊與裝備送

上海岸，進而建立灘頭堡，為後續作戰創造

有利於己的條件。共軍近年在裝備上亦有相

呼應的發展31，前三艘071兩棲登陸艦目前都

部署在南海艦隊，但第四艘988號開始部署

在東海艦隊，而東部戰區是以陸軍兩棲部隊

為對臺主力32，若再配合海軍陸戰隊的二個

旅，這些大型登陸艦都是兩棲作戰渡海階段

中不可缺少的運輸載台。

(二)ZBD-05兩棲突擊車

陸戰隊主要使用ZBD-05兩棲突擊車和63

式水陸坦克等裝備，其中ZBD-05兩棲突擊車

為參照美軍版本之兩棲遠征戰鬥車(Expedi-

tionary Fighting Vehicle，EFV)研發，特

性是水上行駛速度快，可在距離海岸較遠的

近海泛水。基本版本裝備一個類似俄國

BMP-3戰甲車可容納2人的砲塔、一門30公厘

加農砲、兩側各配有1挺7.62公厘同軸機槍

與1枚「紅箭73」反戰車飛彈33，能夠有效對

付灘頭堅固火力點和裝甲車輛34；車體左右

兩側中後位置各有2個觀察窗和一個射擊孔

，用於搭載人員進行側面觀察射擊使用。從

註28：〈講武談兵-新式裝備服役後，海軍陸戰隊未來應做何調整？〉，每日頭條，2017年1月16日，https://kknews.cc/mili-
tary/an9jxag.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29：同註15，頁35。
註30：歐肇威，〈共軍兩棲思維與載台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1期，2013年2月，頁120。
註31：同註30，頁121。
註32：林穎佑，〈吉布地基地與中國解放軍新戰略〉，觀策站，2019年2月12日，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lumnist/

吉布地基地與中國解放軍新戰略/，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33：〈罕見！我駐吉布地部隊頭頂40℃高溫，裝甲集群實彈演練燃爆沙場〉，每日頭條，2018年5月16日，https://kknews.
cc/military/pnp9m62.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34：〈海軍陸戰隊裝備11式輪式突擊車首次曝光〉，每日頭條，2017年1月12日， https://kknews.cc/military/g2xpm5l.html，
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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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塔的平面結構來看，採用裝備模塊化附加

裝甲，可以加強反裝甲能力；另在砲塔的左

後方還設有一部新型的光電干擾裝置，用以

干擾破壞來襲的飛彈35。

(三)ZTL-11兩棲突擊車

2017年1月發現有海軍藍色塗裝的ZTL-

11型105輪式突擊車出現於海南島36(如圖三

、四)，海軍陸戰隊轉型為精銳摩托化兩棲

步兵部隊，同時也朝快速反應部隊改革。該

車使用的105公厘尾翼穩定脫殼穿甲彈，可

穿破850公厘的裝甲，可在未來擔負兩棲作

戰中的重火力輸出角色。該型突擊車係中共

北方工業公司研製，從陸軍的ZBL-09型衍生

出來的37，這款8×8輪式車，戰鬥全重16噸(

長、寬、高分別為8×3×2.1公尺)，配備紅

箭-73C反坦克飛彈，射程可達4,000公尺，

遠超過機砲和機槍射程，這在執行反坦克作

戰時無疑是機動性和火力強度的完美組合，

可以較為方便的被海、陸、空各種運輸載具

裝載。此外，ZTL-11車也可做為兩棲作戰工

程設備使用，以及用於移除障礙物38。

肆、軍改後的海軍陸戰隊能力研析

因為海軍陸戰隊是一支能實施快速登陸

和擔負海岸、海島防禦、寒區作戰、沙漠作

戰、叢林作戰或支援任務的兩棲作戰部隊39

。而兩棲作戰又是海軍所有作戰行動中最艱

鉅的，除成本高之外，所面臨的作戰環境也

異常複雜，難度也比陸戰難度更大。畢竟進

圖四：海軍陸戰隊ZTL-11兩棲突擊車
資料來源：〈海南島驚現ZTL-11兩棲突擊車 已刷上海

陸迷彩塗裝〉，ETtoday，2017年1月16日，

https://health.ettoday.net/news/850172?t=，檢索

日期：2019年6月15日。

圖三：ZTL-11突擊車
資料來源：〈還記得閱兵式上的ZTL-11嗎？它已不是中

國最先進，而是它！〉，軍事前沿網，2017
年2月24日，https://www.bucuo.me/v/news_9441 
622616684971488，檢索日期：2019年6月14日。

註35：〈瞎說什麼大實話—中國這型裝備世界第一〉，每日頭條，2017年9月3日，https://kknews.cc/military/axovmyx.html，
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36：〈海南島驚現ZTL-11兩棲突擊車　已刷上海陸迷彩塗裝〉，ETtoday，2017年1月16日，https://health.ettoday.net/
news/850172?t=，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37：〈我駐吉布地海軍陸戰隊官兵實戰演練，兩棲裝甲車開炮場面勁爆！〉，新浪軍事，2018年5月16日，https://kknews.
cc/military/aa34yrj.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4日。

註38：同註11。
註39：〈海軍五大兵種跟我看-我們是三棲作戰的海軍陸戰隊〉，中共軍網，2019年4月19日，http://www.81.cn/xue-

xi/2019-04/19/content_9487379.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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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一方要跨海作戰，背水攻堅，登陸兵力的

投入是一個逐漸增加的過程，必須要應對早

有準備的灘頭守備兵力；除須克服敵方灘頭

的猛烈抵抗，還須取得局部制空與制海，且

登陸部隊戰力的維持仍須仰賴後續不斷的補

給。中共海軍陸戰隊近期的兩棲登陸訓練課

目，採用ZBD-05兩棲突擊車執行船艦與灘頭

之間運兵來看40，建造更多的兩棲作戰艦船

將是可預見的趨勢，用以滿足未來遠洋艦隊

在全球執行遠距離、投送兵力和裝備及實施

快速、立體、機動登陸作戰之需要。

海軍陸戰隊的司令部位於廣東潮州，下

轄6個陸戰旅及一個特戰旅41，陸戰旅大部分

是由海陸及陸軍摩步單位轉隸而成(改擴編

狀況，如圖五、組織體系預判，(如圖六)，

組織編成說明如后：

一、旅編制「空中突擊營」及「作戰支

援營」

在2017年12月的共媒報導中，發現某海

軍陸戰隊旅的編制內出現「空中突擊營」42

，由此可知，共軍在兩棲登陸作戰方面，開

始師法美軍的「垂直登陸作戰」。中共認為

「空中突擊營」雖然建制兵力並不多，但一

旦投送到位，那麼它發揮的作戰效用就不止

圖五：海軍陸戰隊改擴編狀況
資料來源：參考〈海軍陸戰隊某旅組織開展開訓動員大會〉，中共國防部，2019年1月5日，http://www.mod.gov.cn/

big5/2018lbbz/2019-01/05/content_4833637.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美智庫稱中國海軍陸戰
隊重組〉，新浪新聞，2019年2月12日，https://mil.news.sina.com.cn/china/2019-02-12/doc-ihqfskcp4563611.
s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2019 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
FINAL_5MB_20190103.pdf，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美密切注視中國海軍陸戰隊擴編〉，每日頭條
，2017年3月17日，https://kknews.cc/military/nmb6jvq.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24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註40：同註11。
註41：同註2，頁78。
註42：〈海軍陸戰隊某旅新晉士官整體素質大幅提升〉，《解放軍報》，2017年12月10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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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營；從歷次作戰看，只有一個營的地

面部隊登上灘頭，那麼登陸行動幾乎可算是

成功。一個機降的營級單位，空降到敵防禦

陣地內，可以輕易破壞敵人的整個防禦體系

，讓正面登陸部隊不易遇上阻力；且機降與

搶灘部隊會師後，能夠對島嶼守備部隊形成

更大威脅43。「空突營」為陸戰隊的新編制

，垂直登陸不再是特種作戰性能，而是常規

作戰內容，隨之而來的，將是系統性的戰術

技術與裝備的改變，因為「空突營」只是垂

直登陸作戰中的地面單位，作戰中需要配備

大量直升機載運作戰人員，海軍陸戰隊未來

註43：〈中國海軍一出手也能100架直升機：這新兵種成周邊最讓人羨慕部隊〉，每日頭條，2018年1月5日， https://kknews.
cc/military/y25lkbn.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圖六：中共海軍陸戰隊組織體系預判圖
資料來源：參考〈海軍陸戰隊某旅組織開展開訓動員大會〉，中共國防部，2019年1月5日，http://www.mod.gov.cn/

big5/2018lbbz/2019-01/05/content_4833637.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美智庫稱中國海軍陸戰
隊重組〉，新浪新聞，2019年2月12日，https://mil.news.sina.com.cn/china/2019-02-12/doc-ihqfskcp4563611.
s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3日；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2019 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
FINAL_5MB_20190103.pdf，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美密切注視中國海軍陸戰隊擴編〉，每日頭條
，2017年3月17日，https://kknews.cc/military/nmb6jvq.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24日等，由作者彙整製表。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月一日　71

中共軍改後海軍陸戰隊的建構與發展

顯然需要直屬的海航單位44，支援是類任務

所需。此外，中共官媒也在2019年4月報導

海軍陸戰隊的「作戰支援營」於廣州某綜合

訓練場組織實兵實彈演練訓練45，證實海軍

陸戰旅編制有「作戰支援營」，並已在實施

相關演訓(如圖七)。

二、特種作戰團擴編為「特種作戰旅」

軍改前，南海艦隊保留2個陸戰旅的兵

力(1及164旅)，其餘均改編為分屬各艦隊的

兩棲偵察隊，之後整合成為海軍特種作戰團

，行政編制歸南海艦隊管轄。原本海軍特戰

單位的核心力量為海軍陸戰隊兩棲偵察分隊

及海軍「蛟龍」突擊隊46，「蛟龍」的前身

是海軍特種作戰團47，2002年正式組建；「

蛟龍」突擊隊的成員曾在2015年3月29日參

與第19批亞丁灣護航艦隊中「臨沂號」導彈

護衛艦於葉門的撤僑任務48，以及2014年護

送敘利亞化學武器銷毀的行動49。

特戰旅的規模預判為近3,000人左右，

下轄1個特種偵察營(含一個女子偵察連，如

圖八)50和3個作戰營以及直屬保障分隊51，可

圖七：「作戰支援營」兩棲破障車和爆
破班

資料來源：〈實戰硝煙礪尖兵，破障精英淬刀鋒〉，中

國海軍，2019年2月12日，http://navy.81.cn/
content/2018-01/30/content_7926037.htm，檢索

日期：2019年6月15日。

圖八：海軍陸戰隊特戰作戰旅偵察營女
兵連

資料來源：〈「兩棲霸王花」是這樣練成的！揭秘中國
第一支女子「海軍陸戰隊」〉，風傳媒，
2019年1月22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8

                      57287?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3230
                      3836616437396233656462646639_1556531899
                    ，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44：同註2，頁78。
註45：〈實戰硝煙礪尖兵，破障精英淬刀鋒〉，中共海軍，2019年2月12日，http://navy.81.cn/content/2018-01/30/con-

tent_7926037.htm，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46：〈科普：特戰旅和特種部隊有區別麼？區別還不是一般的大！〉，每日頭條，2018年10月3日， https://kknews.cc/mili-
tary/p2yb5kz.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47：海軍特種作戰旅蛟龍部隊從2009年開始隨海軍護航編隊赴索馬利亞海域執行護航任務，每批次護航編隊配備蛟龍特戰

隊員50-70名，主要負責編隊警戒、登臨檢查，海上拿捕，特種兩棲突擊作戰等。

註48：《紅海行動》蛟龍突擊隊8敵150：揭秘中國海軍最神秘特種部隊！〉，人民網，2018年2月21日，http://media.people.
com.cn/n1/2018/0221/c40606-29826987.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22日。

註49：程少，〈軍中之軍 鋼中之鋼〉，《百科探秘》，2015年6期，頁26。
註50：中共海軍陸戰隊女子偵察連於1996年成立，請參閱：程少，〈軍中之軍 鋼中之鋼〉，百科探秘，2015年6期，頁26。
註51：〈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陸戰隊！〉，每日頭條，2018年5月19日，https://kknews.cc/military/xqgzny9.html，檢索日期：

201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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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敵區兩棲偵察，火力直接打擊和引導打

擊、秘密滲透任務，水下特種防衛、潛艇救

撈和反水雷作戰等任務52。擴編為旅背後仍

有一些改變，首先是人員的補實。一般的新

兵3個月下部隊，新兵必須要在訓練基地設

立的特訓營中53，通過系統化的培訓再下部

隊，才能落實訓練標準，及整合新訓幹部資

源，方能改善新兵訓練工作，以及滿足特種

作戰旅本身的專業訓練。人員的另一種來源

是選調老兵；從榮譽營、連集中選調特戰和

海航專業士兵，使得這些原本素質合格的骨

幹力量補充到新的「特戰旅」，緩解其對高

素質兵員的急迫需求。最後，是後勤保障跟

技術力量的增強，如無人機大隊、特種技術

隊的強化，甚至配有火力支援分隊。陸戰隊

員在服役期間，除了掌握海、陸、空、警多

達上百件武器外，還要掌握跳傘、爆破、潛

水、攀登、滑雪、車舟駕駛、擒拿格鬥、方

位判斷、地圖識別等本領。此外，還需掌握

偵察、捕俘、審俘、照相、錄影等獲取情報

資料的手段，以及運用密碼通信聯絡等多管

道傳遞情報的技能，才能成為一位合格的特

種作戰隊員54。

三、海軍陸戰隊裝備仍需擴充提升

隨著編制的大幅擴充，海軍陸戰隊的武

器裝備也進行相應的換裝和補充，尤其是共

軍自裁軍30萬後，其兵力新舊混合、外購及

自製的各式武器裝備混雜一堂，在資訊一體

化的戰場將產生無法鏈結的難題55。目前，

海軍陸戰隊現役武器裝備還未達到理想的標

準，且陸戰部隊本身裝備維修人員編制較少

，導致新型裝備的維修保障困難56。以批量

裝備的05式兩棲突擊車和步兵戰車為例，該

車採用美國遠征戰鬥載具EFV(Expeditionary 

Fighting Vehicle)的滑行車體結構設計概念

，海上航速每小時25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技

術水準較先進的兩棲戰車。但突擊車和步兵

戰車車體尺寸大、特徵明顯、火砲俯角小，

上陸後作戰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再者，05式兩棲突擊車雖然擔負的是

原來63/63A水陸兩棲坦克的角色，但它的火

力並沒有本質上的提升。中共認為，在未來

戰場上陸戰隊完全有可能與「敵方」機械化

部隊，甚至第三代主戰坦克部隊發生正面對

抗，它現有的火力強度明顯是不足的。除了

兩棲突擊車和步兵戰車，陸戰隊在其他重型

裝甲、輕型機械化火力壓制、防空和航空裝

備等方面也亟需提升。此次機械化合成營除

了05式兩棲突擊車、步兵戰車，還配備新型

8×8輪式戰車，包括步兵戰車、裝甲人員輸

送車、105毫公尺砲裝甲突擊車、指揮車、

裝甲救護車等，都是為了提高快速反應能力。

四、海軍陸戰隊進駐吉布地海外基地

吉布地是非洲東海岸的最大深水良港，

主要碼頭可容納15個泊位，全年泊港船隻約

1,100餘艘，裝卸貨物約300多萬噸57。自

註52：同註48。
註53：原解放軍海軍陸戰隊學院，係位於廣州市，並已改制為訓練基地。

註54：同註40。
註55：林宇邦等，〈2015至2025年共軍實戰化訓練與軍力發展之研究〉，《2015年解放軍研究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政

治作戰學院，2015年12月)，頁288。
註56：羅德良，〈陸戰部隊新型裝備維修保障人才培養對策研究〉，《繼續教育》，2017年7期，頁78。
註57：張玥，〈各國為何爭相駐軍吉布提〉，《中國青年報》，第12版，2017年4月6日，頁1。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月一日　73

中共軍改後海軍陸戰隊的建構與發展

2008年起，中共在吉布地建立做為紅海和亞

丁灣海盜活動的後勤基地，並刻意淡化海外

基地的重要性58，聲稱是運用在反恐、打擊

海盜、進行人道主義救援等的後勤補給設施
59。中共在吉布地配置海軍陸戰隊，使中國

大陸有能力針對區域監偵、或為未來海外軍

事行動蓄積技術能量；2015年中共也利用海

外基地，派出海軍陸戰隊配合實施葉門撤僑

行動(Non-combatant Evacuation Opera-

tion, NEO)60。

中共將ZTL-11兩棲突擊車部署到吉布地

，首先可以用來應付當地匪徒和地方武裝；

再者，於和平時期還可以充當工程車從事基

礎建設。ZTL-11兩棲突擊車憑藉本身重量輕

的優勢，可以方便的駛入中共的071型船塢

登陸艦和未來的075型兩棲突擊艦，以實施

登陸作戰。相較於派遣主戰坦克，易引起國

際間關注及敏感度，所以ZTL-11突擊車可以

繼續投入中共未來的海外基地61。而此型突

擊車的入列，說明未來共軍海軍陸戰隊不僅

僅是執行搶灘登陸，也將具備類似美海軍陸

戰隊的遠距快速機動部署力量。

五、舉辦國際軍事比賽檢驗裝備性能

共軍登陸作戰包括裝載航渡、突擊上陸

、岸上作戰等行動62，海軍陸戰隊配備兩棲

突擊車以及自走火砲、反坦克飛彈和防空飛

彈，陸戰隊員都是志願兵，接受高強度訓練

，且每個旅還有一個偵察營，隊員們必須接

受使用潛水設備上岸和偵察情況等訓練63。

2018年7月29日中共海軍承辦「國際軍

事比賽-2018」海上登陸賽，此項賽事於福

建泉州舉行，參加國家有伊朗、俄羅斯、蘇

丹、委內瑞拉等國，外軍參賽隊抵達後，中

共海軍陸戰隊通過理論授課、沙盤推演、實

彈校正、戰車駕駛等教學和裝備適應性訓練

，幫助他們熟悉「中方」武器裝備、比賽規

則、場地設置、流程標準和安全規定。這次

的比賽有2個主要特色：第一是實戰氛圍濃

厚，按照兩棲登陸作戰海上裝載、浮渡泛水

、火力打擊、突擊上陸、超越障礙等作戰階

段設置競賽內容，全程貫穿實戰要求；第二

是各國參賽隊伍均使用中方提供的武器裝備

、彈藥、器材，共同檢驗中共海軍陸戰隊主

戰武器裝備的戰技(術)性能64。

伍、結語

目前中共海軍陸戰隊仍在轉型階段，其

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員係屬原海防單位及

陸軍部隊人員，還未能達成其「全域獨立作

戰能力」的要求。但中共要「走出去」，配

註58：〈美國警惕在吉布地的新鄰居：中國軍事基地〉，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2月27日，https://kknews.cc/military/
pnp9m62.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59：同註11。
註60：Ankit Panda?,“China Evacuates Foreign Nationals from Yemen,? The Diplomat, April 06, 2015，https://thediplomat.

com/2015/04/china-evacuates-foreign-nationals-from-yemen/，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註61：同註33。
註62：賈子英，〈海軍陸戰隊登陸作戰仿真實驗指標設計〉，《指揮控制與仿真》，2015年2期，頁83。
註63：〈美密切注視中國海軍陸戰隊擴編〉，每日頭條，2017年3月17日，https://kknews.cc/military/nmb6jvq.html，檢索日期

：2019年6月24日。

註64：〈國際軍事比賽—2018海上登陸賽：各國均使用中方武器 檢驗海軍裝備性能〉，央廣軍事，2018年7月28日，http://
m.cnr.cn/mil/20180728/t20180728_524314641.html，檢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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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帶一路」的發展，就必須增加其兩棲

和遠征作戰能力65，隨時隨地都可能處於軍

事衝突的中心，甚至在南海也要面對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汶萊等多方勢力的挑戰

。這些國家背後更有俄羅斯、美國、日本與

東協撐腰，一旦中共處理的方式不佳，牽一

髮而動全身，除了升高緊張態勢外，更有可

能爆發局部衝突，在未來解決東南亞鄰國間

的領土紛爭中，中共領導是否會選擇使用海

軍陸戰隊來解決問題，值得關注。

隨著時間變化與海外利益增加，擴編海

軍陸戰隊是中共軍改的目標之一，未來海軍

陸戰隊需要提高本身兩棲登陸作戰和全域作

戰能力；其次是增強遠海行動能力，從近年

陸戰隊參加亞丁灣護航和海外撤僑等行動就

是用行動在實踐此一能力66。再從裝備看，

陸戰隊主戰裝備需要進一步改善，包括坦克

的性能要提升、空中打擊和運輸力量也需要

相應增強；此外，要發展能輸送陸戰隊兵力

的大型兩棲艦船，增大其續航力、噸位和航

速，以快速投送陸戰隊遂行作戰任務，提高

其兩棲登陸作戰和全域作戰能力。所以這也

是中共必須積極擴編海軍陸戰隊，才能達成

其完成多樣化任務之目的。

我國陸戰隊自成軍以來，就肩負著南部

海軍基地、港口及軍事要地的守備。而跨海

增援或迂迴敵之側背逕行逆襲，這些任務均

有賴海軍陸戰隊去達成67。面對國際局勢的

日益複雜，國家面臨多元威脅的情勢下，我

海軍陸戰隊屬於「宜海、宜陸」多功能的部

隊，具備有量小、質精、戰力強的特質。更

應積極規劃有關離島以及南海島礁的規復作

戰，所以在未來作戰上，要密切注意中共海

軍陸戰隊的發展，才有可能及早準備、克敵

制勝。

最後，面對如此嚴峻的周邊國際形勢，

做為一個擁有廣大海洋國土的國家，我國應

強化海軍本身的防衛實力、提升海軍陸戰隊

的裝備效能，方能發揮海軍陸戰隊「量小、

質精、戰力強」的特質，並做好應敵的萬全

準備，以展現國軍維護主權之堅定立場與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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