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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爭端對我國海權發展之影響

周晨晰 少校、宋連海 中校

壹、前言

人類自古即學習著如何利用海洋，從古

希臘的戰史中即可發覺海洋權力的觀念已逐

步成為人類生活的重要部分。舉例而言，古

希臘時代雅典與波斯的戰爭，以及羅馬擊敗

迦太基的戰史，都能印證掌握制海權對戰爭

全程的重要性。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Mar-

cus Tullius Cicero)即倡言：「誰能控制

海洋，誰就能控制世界」1。由此可知，海

上的武力已具備戰略層面的重要價值。到了

十八世紀，如何獲取海上優勢(Sea Suprem-

acy)稱霸全球海洋，成為列強國家戰略的重

要課題。海權國家興起和相關理論書籍出現

之後，海洋在國際關係範疇中的重要性取得

了理論化的基礎2，自此，在國際體系爭霸

過程中，發展海軍成為不可避免的國家權力

工具。

提　　要：

一、綜觀國際局勢，打破南海短暫的和平，使各國爭端加劇的時間點，

始於2009年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分別及共同提交外大陸礁

層劃界文書，以及美國宣示重返亞太。

二、美國不願見到任何一個國家支配這個地區的發展，企圖展現美國在

此區域的絕對領導力，但由於美國介入南海問題，加上菲律賓及越

南的操弄，使南海局勢更加不穩定。

三、我國對南海採取較周邊國家更為溫和與節制的政策，原因乃在於我

國長期缺乏明確的海洋政策。此外，為因應中共軍事威脅，長期將

軍事資源投注在臺海防衛方面，也影響建軍規劃方向。

四、儘管臺灣在東亞區域的海洋權益與領土紛爭議題中都採取低姿態，

不願意以部署軍力方式宣示立場，但不論是面對釣魚台爭議或是南

海主權爭端，要維護國家主權與和平，就必須有堅強的海軍實力做

為後盾。

關鍵詞：南海、海權、海軍、海洋政策

註1：石家鑄，《海權與中共》(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頁2。
註2：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9年9月)，頁 83。

作戰研究



中華民國一○五年二月一日　97

南海爭端對我國海權發展之影響

臺灣是海島型國家，而南海是我國具有

歷史與法源依據的固有疆域3，更是國家與

民生的命脈。然而，南海周邊國家為了爭奪

島礁，與強化它們擁有這些島礁的立場，紛

紛在這些島礁修建建物、立主權碑、及派兵

駐守4，而我國相對上卻是消極，不但曾長

期未修繕太平島設施與防務，也未採取積極

手段伸張主權，恐使我國在南海爭端議題遭

到邊緣化5。

其實，政府曾提出「海洋立國」與「海

洋興國」的政策主張，但迄至目前，我國仍

未達到「海洋」國家目標6。此外，國艦國

造的議題已引起國人關注7，但可惜政治人

物所聚焦的又僅止於中共對我的軍事威脅，

而非全面性的檢討與制定我國的海洋戰略8。

本文就軍事層面，探討我國如何建設海

軍實力，以期在周邊國家能有適足的影響力

，進而為我國伸張南海主權與維護和平的有

力後盾。

貳、2002～2015年南海爭端概
況

儘管2002年中共與東協曾簽署「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但各國仍採積極擴張作為，

無助於消弭紛爭。此外，近年來還有大國的

政治角力影響，尤其是美國為促進與東協各

國的全面關係，使亞太再平衡策略能順利推

動，就承諾增加軍售、技術轉讓，並簽署「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等9，使南海爭端成

為東南亞區域安全的最大變數。

中共與東協各國於2002年簽署「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後，各國仍背地裡持續開採資

源，到了2009年提交外大陸礁層劃界文書後

，各聲索國採取將區域島礁行政化作為(例

如蓋廟、建校、建機場等)。各國這些片面

作為，均是引起南海區域緊張情勢的原由10。

從近年來的歷次重大衝突事件可看出，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不具備實際的約束

力，在簽署後的隔年中菲就發生了海上衝突

，雙方均有船艦損傷；2007年越南就片面宣

稱擁有南沙群島主權，並公開招標投資開發

石油；隨著爭端不斷，2009年菲律賓、越南

、馬來西亞等國就提交外大陸礁層劃界文書

，同年7月美國就宣布重返亞洲政策。

註3：陳鴻瑜，《南海諸島之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
註4：蔡政文等，《南海情勢發展對我國國家安全及外交關係影響》(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1年10月)，

頁22。
註5：劉復國，〈順應兩岸共利 參與南海對話〉，《旺報》，2014年6月13日，<https://tw.news.yahoo.com-215046746.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3日。

註6：李武忠，〈海洋時代的臺灣機遇〉，東森新聞雲，2014年12月18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1218/440238.
htm>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3日。

註7：呂昭隆，〈山姆大叔不幫忙，自製武器難〉，中時電子報，2014年9月30日，< https:// tw.news. yahoo.com/-215044835.
html >，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3日。

註8：王崑義，〈名家－擔心棄台，不如強化兩岸關係〉，《旺報》，2014年3月10日，https:/ / tw. news. yahoo.
com/-215045343.html，檢索日期：2014年12月23日。

註9：黃榮源，〈美國國防部長赫格爾二次訪東南亞的戰略意涵與效應〉，劉復國主編《戰略安全研析》，第105期，2014年
1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52。

註10：劉復國，〈東南亞安全合作機制發展之研究〉，林正義、歐錫富主編《2009亞太和平觀察》(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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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各方衝突就更加激烈，2012年中共

成立三沙市，隨後即發生中菲船艦黃岩島對

峙。2013年1月菲律賓將南海爭議提交國際

仲裁，同年5月發生廣大興號事件，也是我

國首次大規模動用海軍軍力迫使菲律賓道歉

退讓。2014年5月中越981鑽油平台對峙事件

並引發大規模排華抗議與暴動。美國見南海

局勢越演越烈，於2015年5月派遣軍機(艦)

巡弋南海與中共所屬島礁。

儘管各國並未真正發生武裝衝突，但不

論如何，已在中、菲、越以及東協各國彼此

間埋下更深的不信任與仇恨，對南海爭端的

解決只有加深難度。

此外，在亞洲地區，隨著中共軍事實力

的增強，相鄰國家紛紛採購先進武器裝備，

爭取實現軍事現代化，其中越南最為明顯，

越南軍費在2003-2012年間增加了130％，印

尼也增加了73％，其他如馬來西亞、新加坡

等國家也都有高度成長11。不可否認的，南

海各國已經如同骨牌效應一般的陷入了軍備

競賽的安全困境裡，這點從區域內各國的軍

費逐年提升可以得到印證。

綜合前述可以發現，南海爭端問題日

益複雜化，東南亞各聲索國長期開採與經營

所占海域資源，已是國家經濟來源之一，必

然強力捍衛其主張之正當性。另一方面，自

2009年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分別及

共同提交外大陸礁層劃界文書，以及美國宣

示重返亞太政策之後，也增加了中共對美國

與周邊國家的戰略猜疑，而更進一步強化其

軍事現代化，並與俄羅斯堅定合作關係。此

外，在習近平的強勢領導下，也加強伸張南

海主權的力道，不但設立三沙市，並陸續部

署新銳作戰艦艇，尤其是大規模的填海造陸

作為，更使周邊各國備感威脅。

各國為謀求國家安全，均企圖藉由強化

海軍以與中共抗衡，龐大的軍售商機，誘使

列強或直接或間接的介入南海爭端，促使各

國快速的軍備現代化，儘管各國的海軍實力

仍無法單獨與中共對抗，但在美國領導之下

，也逐漸形成合縱之勢，使南海局勢更顯緊

繃。觀察東協各聲索國軍備，雖多依賴軍購

，且非單一系統，船艦亦多為2,000噸上下

艦隻，但均為美、俄、英、法等國的武器系

統，仍具有可觀的作戰實力。從各方面觀察

，都在在驗證南海已陷入軍備競賽的安全困

境裡。

參、我國南海政策與軍備建設

一、我國的南海政策

我國在地理上是標準的海島型國家，軍

事上依賴海洋為屏障，經濟上也仰賴海上貿

易交通，且由於我國可用土地面積及資源有

限，能源及民生物資須仰賴航運，經貿上更

是「出口導向」的海島經濟，故而應該將環

繞四周的海洋視為延伸出去的藍色領土予以

有效經營。然而，我國雖然依賴海洋生存，

但實質上卻是陸權思想國家，長期以來我國

人民不關心海洋事務，而各政黨的政治人物

也因為各項政治考量，未重視國家的海權發

註11：<美預測中國到2025年將擁有世界最強國防工業>，《新浪軍事》，2013年04月18日，http://mil.news.sina.com.
cn/2013-04-18/ 0842722112.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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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致使我國的海洋政策長期不明確，導致

大片海洋領土遭受各國瓜分與侵占，另一方

面也因為受制於美國，以及中共對我外交打

壓，使得我國無法有效融入區域安全體系整

合，幾乎喪失話語權。

我國早在1947年12月已由內政部公布發

行「南海諸島位置圖」與「南海諸島新舊名

稱對照表」，另於1948年2月正式列出南海U

型線(11段線)納入「我國行政區域圖」對外

發行伸張主權，當時鄰近各國並無異議。但

之後面對國共對峙的臺海局勢，我國未再實

際提出有效政策來管理與發展。導致最後僅

有實際控制的中洲礁、太平島與東沙島。

我國遲至1992年8月，才由行政院核定

通過《南海小組設置要點》，成立跨部會的

「南海小組」，專責研議南海有關事項。並

在1993年4月8日舉行的行政院第2326次院務

會議才討論通過《南海政策綱領》及《南海

政策綱領實施綱要分辦表》12。

在《南海政策綱領》頒布實施後，我國

仍未提出整體的國家海洋政策。直到2001年

3月間，行政院才出版了我國第一本「海洋

白皮書」，做為政府對於海洋事務的經營管

理政策之宣示和政策依據13。2002年，國內

海洋意識逐漸抬頭，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再修訂發行《海洋政策白皮書》，並於

2006年再度修正發行迄今。顯見我國在海洋

政策制定方面的確晚於周邊各國。

參照「海洋政策白皮書」，我國國家海

洋政策之目標，在建立完整的「海洋國家」

。而為平衡國內各種海洋使用上的利益，落

實「海洋之保護與保全」，2004年10月13日

核定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做為我國

整體的國家海洋政策指導文件14。

從《南海政策綱領》被廢止後，我國的

南海政策就沒有一個較明確的指導，只能依

據《海洋政策白皮書》及主政者的政治主張

做為南海政策指導。因此，馬總統於2015年

5月26日發表的「南海和平倡議」「主權在

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全面

規劃、分區開發、自由航行、飛越自由」就

是我國當前的南海政策。

另外，為了迎頭趕上各國腳步，以及整

合我國各部會資源，立法院於2015年6月16

日三讀通過「海洋委員會」及相關組織法，

並將在年底成立，負責擘畫海洋總體政策，

其下設置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

究院，也將陸續於2016年成立。此後，海委

會將成我國統合海洋政策最高單位15。筆者

樂見並支持國家新的海洋政策，也期望能進

一步引領我國邁向海權國家，然而國防部及

海軍仍未在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內，就國家海

洋戰略與維護海洋主權而言，是否可以有更

全面與積極的作為，則有待後續觀察。

二、我國南海的軍備建設現況

參考我國《海洋政策白皮書》所示政策

註12：宋燕輝，〈南海地區安全戰略情勢之發展與現況〉，《亞太研究論壇》，第19期，2003年3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頁12。
註13：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海洋政策白皮書》，2006年4月，(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頁22。
註14：同註13，頁202-204。
註15：〈海委會年底成立 海洋政策不再各自為政〉，聯合新聞網，2015年6月17日，<http://udn.com/news/ story/6656/998420>

，檢索日期：201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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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將發展海洋工業及建構適宜的海上武

力納入全般規劃內，而且這幾年我國也依白

皮書所規劃，積極整建東、南沙的機場跑道

及碼頭等設施，並強化島上防務，但比較周

邊國家發展海權的作為，我國的作為仍顯不

足。也因為政策與實際執行面有落差，使我

國始終未能建全發展海權與有效運用海軍實

力，導致我國無法在區域內爭取到應有的國

際地位，如果不是近年來中美競爭關係激化

，以及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的影響，加

上我國充分利用釣魚台爭議及廣大興號事件

，迫使日、菲對我退讓，使美、日及周邊國

家正視我國的戰略存在價值，否則我國在海

域爭端問題上恐將進一步被邊緣化。

我國因為長期處於兩岸軍事對抗，以及

缺乏明確的海洋政策，軍事資源分配比重長

期以臺海防務為主，致使忽略南海利益對我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也導致我國空有發展海

權的條件，卻成為一個海權弱國。平心而論

，我國的海軍實力並不弱於南海各國，但是

海軍強國不等於就是海權強國16，海權思想

是一種富國強兵的思想，是全面而整體的規

劃運用與控制海洋的思想。我國極度依賴南

海航運，大部分的能源及民生物資都是經由

南海航線，不論平、戰時，南海命脈若遭敵

對方截斷，對我國的民心士氣影響極大。不

可否認的，中共目前仍是我國國家安全的主

要威脅來源，但就現階段兩岸相對和平時期

，南海的紛擾則成了影響我國主權、能源、

經貿、民生等各方面的重大威脅。過分重視

臺灣海峽防務而犧牲掉爭取南海利益是否為

明智之舉，以現在的時空背景而言則有待考

驗。

而我國海軍雖積極引進換裝康定級艦、

紀德級艦、兩棲登陸艦，並積極開發小型飛

彈巡邏艦以及仿建美軍舊艦的成功級，近年

更成功建造了磐石艦及沱江艦，明顯提升海

軍質量，但是都非針對南海用兵需求所建，

而且許多問題依舊未獲改善(例如水下戰力

、指管網路化、艦隊防空、造艦能力等)，

如今還得面臨引進的二手艦老舊，逐漸不符

合現代作戰環境需求的困境17。而南海太平

島及東沙島原本由陸戰隊駐守，也因為外交

及國防等各方考量下，在2000年1月1日「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成立的同時一併移交，較

之於各方爭相擴張南海軍事建設的景況之下

，我國在南海的軍力部署就顯得薄弱。

另就我國目前在南海的軍事建設而言，

東沙群島(包括北衛灘及南衛灘)距高雄約

240浬，至菲律賓最近約232浬，越南最近約

492浬。南沙太平島至高雄約840浬，離越南

最近約280浬18。現階段我國在東沙島及太平

島的駐軍均由海巡署派遣受過陸戰隊學校代

訓之人員。在東沙島方面派駐約200名人員

，並配置海岸巡邏艇和M8快艇；在太平島方

面則約有120名人員，並配置多功能巡緝艦

和M8快艇19。島上人員配備之武裝。其火力

範圍最遠僅達6公里，並且欠缺制海及防空

註16：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2000年，(臺北：國立編譯館)，頁2。
註17：張國城，《東亞海權論》(新北市：遠足文化發行，2013年7月)，頁270。
註18：同註6，頁37。
註19：＜軍方評估 防空飛彈、軍艦駐太平島＞，雅虎新聞，2014年11月5日，<https://tw.news.yahoo.com/軍方評估 防空飛彈

、軍艦駐太平島-221031044.html>，＜宣示主權 立委登太平島慰勞駐軍＞，《聯合報》，2012年5月1日，<http://u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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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一旦周邊國家有意動武奪取，海巡部

隊尚且無力自保，更遑論嚇阻來犯敵軍。

再者，東沙島海岸為深度1至2米左右

的淺礁地形，無法停泊大型船隻，現有的巡

防艇碼頭僅能停靠小型巡邏艇，不但巡防能

力不足，運補亦相當不便；機場部分雖有

1,550公尺的跑道，但機場規模小，僅能提

供C-130運輸機運補起降，無法常駐飛機，

更沒有辦法提供戰鬥機起降與整補作業；而

水源部分雖有地下水，並建有淨、儲水設施

，但仍不適飲用，需要臺灣本島運補。此外

，島上設有氣象觀測站及衛星觀測站，未來

政府亦規劃撥款興建新碼頭。

太平島的狀況亦然，該島為南海唯一有

淡水的島嶼，島上現建有機場跑道約1,500

公尺，僅供C-130運輸機起降。其地形屬礁

盤地形水深淺，大型運補船隻無法靠岸，只

能以小船接駁，原有的棧橋碼頭損壞後長期

未修復，直到2006年才於原址整建簡易泊靠

平台；近年因為南海爭端激化，國人開始重

視南海主權問題後，才撥預算於2014年2月

動工太平島碼頭新建工程，該工程預計在

2016年前完工，完工後能讓3,000噸級的船

艦靠泊，後續將再擴建機場及相關助航設備。

三、我國海軍軍力投射能力檢討

我國為因應中共軍事威脅，積極整備三

軍戰力60餘年，在全球軍力(GFP)網站排名

，我國為全球第15大軍事強國，海軍戰力亦

排名第23名。就我國海軍而言，擁有各類型

的作戰艦艇，以及其他各類輔助艦種合計百

餘艘的強大戰力20。

然而，我國空有強大的海、空戰力，對

於南海的兵力投射能力卻嚴重不足。這自然

是因為我國國防戰略思維仍以臺海防衛為主

導，以致艦隊的建構未完全考慮長程支援南

海的作戰需求。以南海的作戰環境而言，概

約有海盜掠奪、海域騷擾、運補機故障迫降

、艦艇遭挑釁損傷、軍機墜海、突襲奪島等

七種，但以我國目前能力很難迅速有效因應
21。

我國兵力投射能力所遇到的困難，第一

是距離；第二是無法掌握空優；第三就是船

艦老舊；第四是缺乏海外中繼基地；第五是

缺乏潛艦戰力。

此外，我國海軍大部分艦艇均購自歐美

國家，除了少部分獲得技術轉移，可在國內

自行生產料件與維修之外，其他均須向國外

採購料件。這造成一種效應，因為軍購艦不

一定適合我國國防所需22，購買之軍艦不但

價格昂貴，後勤維修又受制於他國，兼讓國

外再賺一手，造成國防預算的排擠效應，不

但不能編列充沛的燃料經費供艦艇操演及巡

弋用23，而為了避免額外的裝備損耗，也就

不常動用主戰艦巡弋南海。這就凸顯我國長

com/宣示主權 立委登太平島慰勞駐軍>，＜巡東沙 立委：先回東沙再到南沙＞，聯合報，2012年5月11日，<http:// 
udn.com/巡東沙 立委：先回東沙再到南沙>，檢索日期：2015年4月25日。

註20：同註14，頁242。
註21：王志鵬、連弘宜，〈臺灣面對南海衝突之困境、挑戰與機會〉，《第四屆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市

：國防大學，2012年12月)，頁13。
註22：李貴發，<臺灣應建構「有效的」國防武力>，(臺北論壇，101年5月15日)<http://140.119.184.164/view/03.

php>(2015/04/26)。
註23：鄭佑璋，<海軍省油非正道>，(自由時報評論網，2008年7月9日)，<http://talk.ltn.com.tw /article/paper/225829>，檢索日

期：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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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依賴軍購導致造艦能力不足，以及國防預

算分配受限的問題24。這點雖非直接影響，

但其間接影響卻更為深遠。

肆、我國未來發展途徑探討

一、發展海洋建設與工業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檢視，由於國際

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各國意圖不明，本文堅

信國家必須先要「自助」，而後才有實力與

各國合力建構秩序。如果我國僅片面採取善

意作為，並不會得到同等的回應，這點我們

從我國以海巡換防後，各國仍持續擴張與爭

奪南海利益可知。

因此，基於上述觀點，我國就必須先建

構起合理可恃的防衛力量，方能有一定的籌

碼與他國協商談判。如同中華戰略學會研究

員張競所言：「任何衝突的挑起方總是『高

估自己、低估對手、錯估形勢』，臺灣近年

在太平島駐軍減少後，屢有個別國家挑釁太

平島；而一些國際強權積極介入南海事務，

讓許多南海國家產生『有人撐腰』的錯覺，

臺灣加強太平島防務就是要讓『太平島成為

吞不下去的硬骨頭』，避免有關國家錯判25

。」

我國大可不必像中共及越南那樣傾力「

填海造島」，但在既有的政策規劃上，應該

要加速現有工程施工進度，盡速將新的港口

及機場整建出來，並將東沙島與太平島做一

明確的任務區分。東沙島應朝海、空軍的中

繼基地方向規劃建設，其任務就是以監控中

共海、空軍動向，並建有適合大型船艦靠泊

的深港，以及足夠戰機起降與整補的機場，

並具備維修、補給與醫療能量，平時可提供

周邊海域救援使用，應急時可供海、空軍中

繼補給。如此可使我國在獲得續航力更佳的

戰機或是空中加油技術之前，讓應援太平島

的部隊能獲得有效的空中支援。

而太平島，則需要更大規模的工程，由

於該島屬於我國實際控制的國土的最南端，

且周邊均是有主權爭議的國家，因此太平島

就必須具備獨立支持防衛作戰的能量，除了

既有的機場、碼頭以及相關的導航設備的擴

建工程外，應該強化該島的防禦工事，使之

具備一定程度的抗炸與防護能力，確保能夠

支撐到援軍抵達。島上的機場應具備可常駐

直升機與巡邏機的能力，巡邏機主要在巡邏

哨戒，直升機則須以模組化改裝，平時僅為

巡邏及救難之用，但應急時可加掛武裝提供

島上守軍火力支援。

至於兩個島上的防務，在總統不恢復駐

軍的政策指導下，除持續協助海巡署訓練駐

防人員外，可選擇改裝幾艘大型巡護艦，使

其初具反艦與防空能量，並在未來深港建成

後輪駐，使該島在未增派兵力及武器裝備的

情形下，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制海與防空火力

，以避免過度建置武器裝備而刺激周邊國家

。此外，為確保南下的艦隊能與母港保持暢

通的通信，應將島嶼納入整體的指管網路規

註24：陳暉淵，胡嘉聖，<海軍國艦國造政策之研究—第四代政策評估觀點>，《第十六屆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與國

防軍備管理年會》<http://www.ndmc.ndu.edu.tw/collection/97/M/M-52.pdf>，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註25：<南海諸國若動太平島 等同挑釁陸>，中時電子報，2014年6月25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2 
5001053-260309>，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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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中，以符合未來的戰場需求。

其次探討造艦。一個海洋國家沒有自行

造艦的工業能力，則花費在購買軍艦及維持

艦隊運作的費用，將因此加重國家的財政負

擔，這也造成該國發展造船業的阻礙。由於

國防經費不足以支應研發所需，加上政府心

態上對自己國產品沒有信心，不願等待成果

顯現，進而使造船業者不願承受風險接單或

自力研發26。

以發展海權的條件檢視我國，不論商業

及生產力都有非凡的表現，而且也有自己的

船隊與優良的港口設施，海運業高度發達，

以造船能力而言，我國遊艇業是全球第六名
27，而我國最大的造船廠臺船，亦能造出

14,000　TEU等級的超大型貨櫃船28，技術能

力並不落後；舉例而言，美國勃克級驅逐艦

柯爾號在葉門遭自殺攻擊受創，當時載運該

艦返回美國修復的潛舉型重貨運船「藍色瑪

琳」號即是當時的中船(現為臺船)所承造29

。由此可知，我國也具備一定的造船工藝能

力。

既然如此，為何造艦能力卻遠遜於後起

的南韓？其關鍵就在於兩個國家所採取的建

軍政策不同。由於我國不相信自己國內的造

艦能力，不願意耐心等待成果顯現，並認為

戰力不可存在缺口，因此高度依賴一次購齊

先進武器形成戰力的跳躍式發展，而不是蹲

馬步練基本功，逐步積累基礎技術30。購置

國外的武器不一定符合國防需求，而且壽期

短，後續的後勤維保就必須依賴外國。如果

是自己國內建造的，不但可以依照實際需求

設計，爾後也較有修改空間，而且壽期長，

後勤維保可以自己掌握，重點是經費不一定

比軍購的還貴，還可以創造民間船廠商機與

培植技術。所幸近年來，政府與國人已逐漸

認清「國艦國造」的必要性31，並且陸續啟

動多項造艦計畫。儘管這個時刻來的有些晚

，但相信以我國的造船實力，只要政府有決

心，應該可以更進一步提升海軍實力，迎頭

趕上周邊國家。

二、融入區域安全體系

對屬於海島型國家的臺灣而言，我國在

區域內佔有極為關鍵的戰略位置，受限於地

位未定論的影響，長期被排除在國際建制外

，不但遭中共外交打壓，另一方面雖受美國

保護，卻實則受美國節制，既無法有效融入

區域安全體系整合，又無法尋求軍事同盟以

得到安全保障，幾乎喪失話語權。由於不是

聯合國會員國，與周邊國家也沒有任何正式

的同盟或安全保障協定可以保衛國家免受侵

註26：陳暉淵，胡嘉聖，<海軍國艦國造政策之研究—第四代政策評估觀點>，《第十六屆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與國

防軍備管理年會》<http://www.ndmc.ndu.edu.tw/collection/97/M/M-52.pdf >，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註27：史春華，<臺灣遊艇業，全球第6大！>，天下雜誌網站，(2014年5月9日)，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
action?id= 5050861，檢索日期：2015年7月16日。

註28：詳見臺灣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2.csbcnet.com.tw/csr/about9-m2.htm>，檢索日期：2015年7月16日。

註29：苗鶴青，<臺灣最大造船企業推出「潛艦自造」計畫臺灣中船公司潛艇建造能力評估>，《國際展望半月刊》，(2006
年7月，第543期)，http://wenku.baidu.com/view/1224b32b67ec102de2bd8992.html?re=view，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註30：張國城，《東亞海權論》，(新北市：廣場出版社，2013年7月)，頁261。
註31：<購美艦短多長空 立委：國造才是王道>，(臺灣醒報，2015年1月5日)，<https://anntw.com/ articles/20150105-AcyO>，

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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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使我國必須高度發展軍備。而臺灣有許

多港口，也十分依賴海外貿易，只有海軍能

確保港口及海上交通線的暢通，要防止敵方

的封鎖損傷經濟，並維持長久的生存發展，

就必須重視海軍建設。另外，儘管臺灣在東

亞區域的海洋權益與領土紛爭議題中都採取

低姿態，不願意以部署軍力方式宣示立場，

但不論是面對釣魚台爭議或是南海主權爭端

，臺灣的海軍實力在區域內仍是一股不可忽

視的力量。

我國要融入區域體系，筆者認為可藉由

參與經貿整合與聯合軍演兩方面著手，並藉

積極參加人道救援與維和任務來取得道德正

當性。首先，依賴與各國密切的經貿關係，

並設法加入區域整合，藉由彼此經貿體系休

戚相關、禍福與共的緊密結合，進而在安全

議題上產生一定程度合作的需要與空間，可

避免進一步升高衝突。而另一方面，參與聯

合軍演則是在安全議題上更進一步的積極作

為。

參與聯合軍演一直是我國追求融入安全

體系的願望，前國防部長蔡明憲表示，臺灣

要從兩岸軍備競賽的惡夢中脫身，最關鍵的

一步是應積極透過美方協助，參與「環太平

洋聯合軍演(Rimpac)」32。此前在2014年的

環太軍演，美方與我國友好的國會議員也曾

希望將我國納入軍演。然而，儘管近來我國

受邀參加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兩棲領導人研討

會(Pals)33，不過以美方立場而言，仍必須

顧慮中共的態度，因此認為我國或許可以參

與亞太地區的人道救援行動，但是參加軍演

將會影響區域穩定34。所以我國未獲參與，

不過我國仍持續爭取表達參與意願，就等美

方點頭35。

但另一方面，我們仍必須捫心自問：「

我國海軍準備好了嗎？」我國長期未與美軍

聯合軍演，儘管使用的是美式裝備，但信文

傳遞與戰術戰法、軍事準則，乃至用兵思想

等，勢必有明顯落差，要與美軍聯合軍演，

我國仍有努力的空間36。因此，各軍事院校

應更深入教育各級士官兵有關國際救援與維

和任務，所涉及的國際法規、狀況處置程序

、作業流程與交戰規則等，平時也必須選員

進行相關培訓。以避免真要派遣部隊參與類

似任務時，面臨無人可用的窘境。

儘管政府企圖參與軍演是為了抵銷中共

對我國的軍事威脅，然而就南海爭端角度而

言，若能如願參與環太軍演，既能符合美國

利益，亦可藉由此管道，讓我國海軍可以走

出去與國際接軌，建立我國在區域間的影響

註32：<前防長蔡明憲：臺灣應加入泛太平洋軍演>，(聯合新聞網，2015年4月18日)，<http://udn.com/ news/story/1/845142-前
防長蔡明憲：臺灣應加入泛太平洋軍演>，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註33：<美軍兩棲研討會 台受邀參與>，(中央社電子新聞，2015年5月21日)，<http://appweb.cna.com.tw>，檢索日期：2015年
5月21日。

註34：<太平洋司令：臺灣參加環太平洋軍演會破壞地區穩定>，(多維新聞，2013年11月5日)，<http://global.dwnews.com/
big5/news/2013-11-05/59344134.html>，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註35：<參與2016年環太軍演台等美點頭>，(中時電子報，2014年12月11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
pers/20141211001021-260309>，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註36：呂禮詩，<參加環太平洋軍演，海軍準備好了嗎？>，(自由評論網，2013年11月26日)，<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
per/733518>，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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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藉由各種軍事外交手段取得道德正當性

，進而有助於緩解爭端，這也是本研究建議

融入安全體系的宗旨。因此，我國在積極爭

取融入區域安全體系之外，國軍也應該針對

不足之處積極整備，如此才能在機會到來時

，讓國際見識到我國軍事實力。

三、未來海軍建軍規劃探討

面對未來的作戰環境，以及區域軍備競

賽的安全困境，我國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海軍

？由於我國的造艦經驗不足，對外軍購管道

又受限的情形下，要如何維持既有的兵力，

又能穩定汰換與提升兵力質量，就是各方爭

論的焦點。這問題就有賴國家修訂整體的國

防戰略，重新資源配置才能有所改善。而本

文所著重的地方，不盡然是要獲得或是性能

提升哪種艦型，而是不論是現有的武器裝備

或是未來籌獲納編的艦隻，都應考量適切的

艦隊編組與各項能力的整合運用與補強。 

首先，重新調整艦隊編組。本文參考前

人的研究37，認為海軍艦隊編組思維，應調

整以平戰結合的「戰鬥支隊」為主要方向。

支隊原則上須同時具有防空、反潛、反飛彈

作戰能力38，並具有共同的指揮管制系統，

旗艦目前則由基隆級艦擔任，編成三至四個

支隊；但各支隊因應所負任務不同，則編組

上又有些許差異。

以本文研究對象南海爭端而言，因應的

編組支隊就以現有的151艦隊為基底，並納

編基隆級、成功級、康定級與濟陽級合編，

主要負責臺灣南部海域制海與馳援南海海域

的作戰任務。這樣的編組並非僵化無彈性，

仍然可視南海狀況所需投入兵力彈性調整，

而且一旦有嚴重衝突需快速應援時，即可不

需浪費時間等各港口抽調兵力會合，直接以

現編組出海執行任務。不但縮短時效，也可

利用平時磨合各艦戰技，並使支隊同時享有

基隆級的指揮管制與防空能力，以及成功級

與濟陽級的反潛戰力，確保支隊海上航行安

全。

第二，積極籌補水下戰力。面對中共及

越南的海軍戰力，尤其是來自水下的威脅，

對於欠缺潛艦戰力的我方艦隊，將面臨為了

防範敵方水下戰力，而不能全速馳援，拖延

救援時效。而另一方面，若我國有適足的潛

艦戰力，在用兵上將更具彈性，不但可強化

我海上拒止能力屏衛臺海，亦可巡弋南海海

域，並可做為特種部隊的任務載台。

此外，潛艦除了可加強伸張主權的力度

，也將造成敵方心理壓力，而不敢貿然對我

攻擊，替島上守軍多爭取待援時間。更何況

潛艦不一定要編隊航行，可單艦執行巡弋任

務，所需的燃料較大型水面艦為省，在國防

經費拮据的窘境下，若能以潛艦取代軍艦巡

弋，亦可收節省經費的經濟效益。儘管我國

國防部已決意發展1,200至3,000噸級的中型

常規潛艦，但本文認為美國智庫CSBA(戰略

與預算評估中心)的建議較符合我國發展現

況39。以臺海作戰環境，以及潛艦國造的技

術瓶頸觀之，初期應先以研製500噸級左右

的潛艦為主，一來節省研發經費，二來體積

註37：林海清，《全球化時代臺灣海權的發展戰略》，(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頁128-129。
註38：同註37。
註39：<國軍的「潛艦國造」政策>，《兵器戰術圖解》(臺北：兵器戰術圖書有限公司，2015年4月10日)，頁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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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較易克服技術問題，第三則是適合臺灣海

峽環境，能有效發揮匿蹤伏擊的效力，四則

適宜快速量產，可縮短成軍服役時程。等未

來技術成熟後，再考慮千噸級的潛艦。

另外，就反潛及巡弋角度而言，在我海

軍尚未籌獲新型潛艦之前，應該多運用新購

置的P3-C反潛機實施南海偵巡，以填補巡弋

密度空缺，然而，現階段該型機建置在空軍

，非我海軍所能自由運用，建議調整相關編

裝，納由海軍指管運用，以符合作戰實需。

第三，提升指管通情系統。我國海軍自

忠義計畫因經費問題被迫中止後，就再也沒

有機會接觸神盾戰系的艦種。近來由於政府

決心及國人支持「國艦國造」政策下，重新

啟動擱置已久的ACS先進戰鬥系統40。媒體報

導，海軍將計畫啟動國造神盾計畫，將中科

院的「迅聯計畫」相列雷達等新式戰鬥系統

整合測試成功，海軍規劃將在2020年前，啟

動6,000噸國造神盾艦的造艦計畫41。我國願

意重啟相關計畫，當然是國人所樂見；但本

文所想強調的，並非是否擁有神盾艦，而是

指管系統的整合與升級。眾人皆知，我國海

軍戰系存在著複雜而不統一的問題，有國產

的、美規的、法製的，彼此間很難情資共享

與指揮管制，加上部分艦種面臨設備老舊，

戰術電腦無法驅動新的程式等問題，使我國

海軍產生整合不易等缺陷，影響戰力發揮。

另外，做為南海應援任務部隊之一的陸

戰隊，與海軍共同執行任務時的通信聯絡與

指揮管制也是需要克服的。一直以來，通信

裝備易受地形地物等障礙而導致通信品質降

低，是影響國軍戰力發揮的潛藏隱憂。此外

，陸戰隊與海軍的指揮管制系統不同，無法

在共同的平台上同享情資，也是阻礙作戰效

能的窒礙因素。因此，本文認為，在未獲新

艦與新裝備的情形下，應優先著手將各艦的

戰系與陸戰隊的指管通信等裝備的軟硬體提

升與整合，建立「共同作戰圖像」，達到即

時掌握情資與即時決策指揮目標，以符合現

代戰場環境需求。

第四，籌補新型兩棲作戰艦。我國擁有

龐大的兩棲作戰艦群，但其中有部分艦隻屬

二次世界大戰產品，艦齡過於老舊，已難達

到快速應援南海的作戰需求。因此，政府新

近啟動的造艦案中，納入了新型兩棲登陸艦

是具前瞻性的明智決定。不過以需求面而言

，筆者認為籌補該型艦的排程有必要提早，

而且應該優先考慮直升機船塢登陸艦。除了

取代舊型艦，以加快兵力投射速度外，也多

了直升機這個載台供彈性用兵之選擇。由於

我國海軍陸戰隊戰士均受過機降訓練，未來

可配合登陸部隊形成立體作戰效果，可增加

規復島嶼的成功公算。另外，艦載機如能採

取模組化設計，則又可發揮為登陸部隊提供

空中火力支援的效用。

伍、結語

我國南海海疆遼闊，並且牽涉到國家安

全利益，而南海一旦發生衝突，影響所及也

絕非兩造雙方，必然波及到鄰近國家及同享

註40：李志德，<自立造艦初步－成功級>，《歷史月刊》，(2003年1月)，頁46-51。
註41：<臺灣海軍將啟動國造神盾計畫>，(海峽國際網，2014年10月12日)，<0http://zuilon2000.pixnet.net/blog/post/41510659->

，檢索日期：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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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利益的美國。因此，各國雖然積極擴張

軍備，卻也都避免真的擦槍走火引發進一步

的衝突對抗。從這方面可觀察到南海局勢緊

張詭譎中不失理性克制的一面。

然而，對於我國而言，這卻是一個警訊

，也是一個機會。從「現實主義」的觀點檢

視，由於國際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各國意圖

不明，國家必須先要「自助」，而後才有實

力與各國合力建構秩序。如果我國僅片面採

取善意作為，並不會得到同等的回應。因此

，我國若要營造臺灣在南海的存在價值，則

必須在軟性訴求之外，建構足以應對衝突對

抗的海上武力，如此方能迫使各國重視我中

華民國的主權立場，而願意以對等立場與我

協商求取共識。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則有

賴國防建設的配合。

屬於海島型國家的臺灣而言，我國在區

域內佔有極為關鍵的戰略位置，由於不是聯

合國會員國，與周邊國家也沒有任何正式的

同盟或安全保障協定可以保衛國家免受侵略

，使我國必須高度發展軍備。而臺灣有許多

港口，也十分依賴海外貿易，只有海軍能確

保港口及海上交通線的暢通，要防止敵方的

封鎖損傷經濟，並維持長久的生存發展，就

必須重視海軍建設。

筆者認為，我國海軍現有的艦隊編組模

式不符合實際國防需求，應該朝「戰鬥支隊

」的編組概念，並以任務需求導向予以重組

整合，與積極籌補水下戰力。而陸戰隊是我

國守勢戰略下唯一具有攻勢象徵意義的作戰

部隊，在中、日、越、菲等周邊國家都積極

擴充陸戰隊作戰能量的環境下，我國實不該

將陸戰隊納入裁軍規劃內，反而更應該將之

視為王牌部隊予以精實茁壯，並發展符合現

代作戰環境的新型兩棲作戰載具，且整合改

善各艦的戰系與指管系統，使之發揮統合戰

力，建立陸戰隊與艦隊的「共同作戰圖像」

，及強化指揮通信能量，以適應南海快速應

援的作戰需求。未來如能結合新一代的作戰

艦編成任務艦隊，將大大提升我國的「南海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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