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軍事安全及政策選擇
第一節 中國的軍事安全威脅
兩極格局解體後，各國軍事理論界普遍認為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越來越
小，但戰爭型態及其樣式更具多樣性，故在軍事安全政策選擇上，將重點準備應
付局部戰爭和小規模武裝衝突。將高技術常規力量作為打贏局部戰爭的主要手
段。重視應付小規模武裝衝突和突發事件。準備應付不確定的較遠期的威脅和挑
戰。1江澤民、張萬年及熊光楷等中國黨政軍領導人指出，國際形勢緩和的大趨
勢不會逆轉，人類社會面臨大戰的威脅有所下降，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在
解決爭端時，克制、談判、協商的呼聲日趨增高，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和周
邊環境仍然是可以實現的，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進行改革開放，繼續加快現代化
建設的步伐，集中力量發展自己。2但在此同時，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還面臨著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面臨著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威
脅，面臨國內外敵對勢力製造分裂、破壞穩定的挑戰。3
綜觀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相關論述，發現彼等認為局部戰爭威脅、武器
裝備落後乃中國在軍事安全上所面臨的主要威脅所在。

一、局部戰爭威脅
一九八○年代以來，中國擁有二百年來未曾享有的安定局面，中國並未面
臨來自任何鄰國的入侵之虞，沒有主要大國或周邊鄰國對中國發出戰爭挑釁。4中
國學者何新在一九九五年年八月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市場容納量迅速
擴展，因此國際關係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當前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因為在中國
周邊不存在足以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超級大國，從國際局勢發展的趨向看，今後
發生針對中國的侵略性戰爭的唯一可能，就是在中國國內發生推翻現政權的內
亂。無此內亂配合，外部發動對華侵略戰爭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因此，預測戰
爭等於預測內亂。5
但共軍各類研究報告認為中國可能因領土爭議或領海問題而與周邊國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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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軍事科學出版社，北京 1999.12，頁 84-90。
同註 1，頁 90-91；江澤民，「關於廿年來軍隊建設的歷史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
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700-701；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 《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頁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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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1，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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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舟著，
《美國的安全戰略與東亞》，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 2002.01，頁 17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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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層智囊》
，修訂版（一），京華出版社，北京 2000.09，頁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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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生局部戰爭，同時應防範主要大國入侵國境的有限攻擊。6
黃碩風等中國軍事學者對日本、印度及俄羅斯等國之國力前景、對中國態
度、戰略文化、經濟前景、聯盟對象、軍事實力、核武發展等因素進行綜合評估，
見表七∼一。彼等研判日本和印度均有軍國主義特質，兩國在未來的軍事及核武
研發能力將日益提升，可能與美日結盟對抗中國，故認為美日聯盟和印度乃中國
的潛在威脅。反之，俄羅斯可能與中國締結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以抗衡日本軍
國主義再起，抵銷美日勢力，維持亞洲權力平衡。一九九九年北約對南斯拉夫展
開軍事攻擊後，中國對美國霸權主義成為戰爭根源之批評與示警聲浪極遽升高，
認為美國將竭盡所能建立一個單極世界，並強化其霸權地位。一九九九年日本國
會通過《美日安全新防衛指針》
，中國視之為未來中國與美日衝突的來源，並將
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軍事攻擊及對中國大使館之轟炸視為未來美日聯盟對中國採
取行動的預兆。中國非常擔心中美間出現敵對關係，美國有能力對中國的安全造
成直接威脅，或是組建一個包括日本及亞洲其他國家在內的反華聯盟對中國形成
間接威脅。7此外，中國基於推進軍事事務革命，防範美國介入台海衝突之需要，
將美國視為中國最大的威脅。8
閻學通、楚樹龍等中國學者認為未來一、二十年美國會設法遏制中國的發展
並阻止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角色之提升。中國國防大學大校張召忠表示，未來十至
十五年乃中國發展過程中最困難卻又最重要的時期，美國已體會此乃遏制中國的
最佳時機，因此美國提出中國威脅論。但張召忠表示除非台灣問題或其他問題出
現重大變化，否則目前美國沒膽量主動發起對中國領土的攻擊；而閻學通則認為
美國為遏制中國的崛起或為分割中國領土，可能以某種方式將戰爭強加於中國頭
上。閻學通或楚樹龍的分析顯然以原霸主國必然遏制新興崛起的大國為假定，但
明顯忽略中國在此崛起過程中搭便車行為所獲取的不對稱利益，尤其美國乃中國
出口導向企業產品重要的消費市場，中國與美國之貿易享有巨額的順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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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同註 2,頁 203-240。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陸伯彬（Robert S. Ross）著，《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
略》，何大明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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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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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6，頁 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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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一中國學者對日本、印度及俄羅斯前景及雙邊關係評估
中國學者對日本、印度及俄羅斯前景及雙邊關係觀點
日本

印度

俄羅斯

國
力
前
景

到 2010 年綜合
國力將與美國相
當。

經濟改革成效不佳，經 認為俄羅斯得以東山再起並成為未來安全環
濟發展趕不上中國，故 境中的五極之一。
無法在多極世界中佔
有第六極位置，社科院
估算到 2010 年綜合國
力排名第 13 名；軍事
科學院估算排名第九。

對
中
國
態
度

會遏制中國影響
力之崛起；設法
挑起美中衝突。

試圖挑起中國與其他
國家衝突。

俄羅斯已放棄馬克思主義因此不會再有馬克
思主義意識形態之爭，俄羅斯也不可能想再
度宰制中國，俄羅斯中國政策主流仍是中國
唯一可靠夥伴，並將擴大與中國的關係作為
其外交政策中的優先要務。

戰
略
文
化

仍具有軍國主義
戰略文化。

具有軍國主義特質且
以宗教為基礎的戰略
文化，想宰制鄰國。

俄羅斯獨特外交與文化傳統，加上其自認為
強國的意識，東正教 Orthodox Eastern Church
特色等因素，使俄羅斯很難成為西方的一部
份。

經
濟
前
景

將會與俄羅斯及
美國爭取中亞的
資源。

經濟發展趕不上中國。 短期內俄羅斯有嚴重問題，但預測未來勢必
會逐漸恢復實力，1997-1998 乃俄羅斯經濟的
轉型點，且關鍵在於俄羅斯身為大國的架構
及實際力量所組成因素並未消失。

聯
盟
對
象

與歐洲及美國的
衝突將持續惡
化；將面對可能
與俄羅斯、歐洲
及美國發生衝突
的危險環境。

可能與日本或美國形
成反中聯盟。

應與中國締結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以抗衡
日本軍國主義再起，抵銷美日勢力，維持亞
洲權力平衡。

軍
事
實
力

想獲取與美國相
當的軍事能力。

海軍能力比中國更具
優勢。

因擁有先進軍事構想與科技故可能比美國更
能有效運用軍事事務革命，到 2010 至 2020 年
整體軍力將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位，起碼也在
第三位。

核
武
發
展

若北韓已取得核
武，日本將提早
展開其核武計
畫。

在 1998 年核試爆前便
秘密懷抱核子野心。

傳統兵力裁減、經費不足，僅能強化核武部
隊保衛其國家安全。故俄羅斯加速 White Polar
M 洲際彈道導彈發展並建造 Dorglooge 核子
潛艦。

中國軍事科學院黃碩風大校分析在 1996 年中國軍力分數乃俄羅斯的 77.7﹪，戰略武器乃俄羅
斯的 0.4﹪；國防開支為俄羅斯的 8.7﹪，個人平均國防花費及年度個人國防花費分別為俄羅斯
的 4.7﹪與 1﹪。
資料來源：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 《中國對未來安全環境的
辯論（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頁 203-240.

中國除了擔心主要大國遏制中國崛起而發動戰爭外，中國也無法自信認為其
與較小鄰國關係保持穩定，中國認為台海可能引發危機；統一後且擁有核武的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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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要比南北分治更難以合作，因為分裂的南北韓爭相求取中國的政策傾斜；越南
一直在尋求強國作盟友，協助其抵制中國的勢力；中國同印度的關係有所改善，
但在巴基斯坦問題上的分歧和為解決的邊界問題能夠重新產生緊張局勢；中國面
對中亞邊境地區，必須提防分離主義活動，此外，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南海之領土
爭端可能導致衝突加劇。10張萬年等中國軍事領導人即指出，與過去相比，中國
安全面臨局部戰爭成為主要戰爭威脅的重大變化。冷戰後強國全面入侵中國的危
險大為降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有這種危險，但不能排除發生針對中國的局
部戰爭的可能性。目前，中國與一些國家之間還存在關於陸地邊界、海域島礁、
海洋權益的爭議，如果某個國家放棄平等協商，和平解決的原則，單方面改變現
狀，甚至使用武力手段擴大佔領，就有可能引發武裝衝突或局部戰爭。可能引發
局部戰爭的另一因素是台灣問題，在台灣問題引發的兩岸武裝衝突中，存在著國
外力量進行武裝干涉，因而導致中國與外國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中國周邊熱
點地區發生動亂或局部戰爭殃及中國，或難民潮衝擊中國，中國國內由於政治敵
對勢力或民族分裂勢力的煽動和破壞，導致相當規模的混亂或暴亂，以上任何狀
況發生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干擾中國經濟建設。第三、台灣獨立的危險成為中華民
族心腹大患，台灣獨立的危險日益引人注目。11
一九九○年代初期中國內部認為遂行邊界外局部戰爭的構想已成形，但部份
學者認為人民戰爭與積極防禦構想仍然指導共軍朝向現代化。在共軍內部，從不
同的軍事思想與理論著眼，對國家未來軍事上可能面臨的敵人及戰爭型態有不同
的判斷，進而提出不同的建軍備戰構想，見表七∼二。部分保有傳統軍事思想的
共軍官兵根據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研判，認為美、俄、日等強國可能入侵中國，
中國未來仍可能面臨低強度且持續多年的戰爭，故中國應維持一支三百多萬的部
隊，運用自行研發的武器裝備，採取游擊作戰方式，進行一場以空間換取時間的
人民戰爭。而主張漸進改革的共軍官兵，根據鄧小平對中國建軍備戰的相關論
述，認為中國未來的假想敵主要是印度、越南，或因南海緊張及台灣獨立所引發
的短期軍事衝突，故中國應採先制攻擊速戰速決的戰略，投入快速反應部隊，故
中國應積極引進俄製裝備，強化海空軍作戰能力。而共軍軍科系統的幹部從美俄
軍事事務革命思想論證，認為中國未來廿年將面臨擁有先進武器國家的軍事威
脅，故中國應積極投資高新武器裝備，建立長程精確打擊能力，採取不對稱作戰。
12

中國刻正進行適合中國軍事事務革命的新科技研發與新理論探討工作，其國防

工業界亦正努力設法找出值得發展的領域，惟在一九九○年代軍事事務革命派仍

10
11
12

同註 7，頁 228。
同註 1，頁 139-142。
同註 6，頁 31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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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得中國領導人大力支持。然軍事事務革命與不對稱作戰兩個主題在中國軍事
刊物中卻經常被提出，且兩者息息相關，尤其中國認為美國從事高科技戰爭存在
嚴重缺點，故中國可使用以劣勝優戰略加以擊敗，而新軍事事務革命有助於更快
速有效達成以劣勝優目標。一九九六年中國曾宣布採任務編組方式，成立戰略研
究中心，集合不同軍事機構專家共同探討未來十至廿年之戰略選擇方案。13中國
國防預算有限，中國不可能同時為未來的三種作戰型態作準備，問題的關鍵在於
即使中國有了更充足的國防資源後，軍事事務革命派與局部戰爭派仍必須解決人
民戰爭派國防計畫所欲處理的威脅與挑戰，否則保守勢力仍將主導國防投資程
序；未來中國若能長期保有和平與發展的安全環境，將有利於軍事事務革命派主
張之實現；若中國國民生產毛額與美國相等且專注於軍事事務革命發展，中國亦
將具有先進武力投射部隊，對美國構成挑戰，然未來廿年內中國大陸周邊地區如
發生台灣獨立、南海衝突、中亞爭端等衝突，則局部戰爭派構想將獲得重視；若
中國內部大肆強調中國大陸將面臨遭瓜分、外國勢力顛覆、日本軍國主義入侵、
印、美、俄出現狂人威脅等，則人民戰爭主張突起。此乃觀察中國未來軍事行為
的重要指標。14

13

同註 6，頁 321-368。
前美國駐北京陸軍副武官布拉斯可 Dennis Blasko 亦認為中國積極發展核武部隊、鼓吹建立一支
遠洋海軍從大陸沿岸向外延伸至第一島鏈之間水域，並希望延伸至第二島鏈（從阿留申群島經關
島延伸至菲律賓群島）。江澤民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共軍重要會議上講話指出，無論武
器裝備如何發展，戰爭形態如何變化，人民戰爭都是共軍克敵制勝的法寶，中國要結合新的歷史
條件和新的實踐，堅持和創造性地發展人民戰爭的思想。按照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實行精幹的
常備軍與強大的國防後備力量相結合，在加強軍隊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國防後備力量建設，做到
平時少養兵，戰時多出兵，預備役部隊和民兵要保持適度規模，優化結構，提高快速動員能力和
訓練水平，真正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同時按照平戰結合、軍民結合、寓兵於民的方針，進
一步調整和完善國防動員體制，提高國防動員能力。Zahmay M.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and Ashley J. Tellis,吳福生譯，《美國與崛起
中的中共戰略與軍事意涵（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9.10，頁 50-54；江澤民，
「關於廿年來軍隊建設的歷史經驗」，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703-704；同註 6，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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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二中國對未來戰爭之預測

代
表

理
論
基
礎

假
想
敵

時
間
戰
略
構
想

建
軍
構
想

武
器
裝
備

戰
鬥
構
想
國
防
投
資

人民戰爭
傳統保守派
資深黨官、總政官員、武
警領導人、大部份共軍官
兵
毛澤東軍事思想，依賴現
有武器打敗配備高科技
武器裝備之敵。

中國對未來戰爭之預測
局部戰爭
漸進改革派
任職於國防大學或其他單位的
高階軍官

鄧小平著作、目前共軍約有百分
之十五兵力可投入遂行局部戰
爭，常引用波灣戰爭支持其戰爭
構想；科索沃危機及美國公佈考
克斯報告（Cox Report）刺激中
國進行組織調整，提升軍備發展
品質與速度。
美、俄或日等強國以征服 印度、越南侵犯邊界，南海緊張
為目的入侵中國。
升高或台灣獨立，戰爭發生於邊
界附近。（包括日本、越南、印
度、中亞各國、台灣、菲律賓、
馬來西亞、印尼）
低強度持續多年的戰爭。 短期、預警時間短、數天或數週
內結束。
人 民 戰 爭 旨 在 對 抗 入 敵人不會入侵內地，故應立即作
侵，其強調依靠大量地面 出軍事決定，投入快速反應部
部隊，在敵人滲透到領土 隊。先制攻擊速戰速決戰略，擊
時，才採取行動，以空間 退侵犯中國領土、領海之敵。
換取時間，採取長期作戰
戰略，而不注重領土外之
投射能力。必要時戰爭期
間可能以遷移國都或大
規模撤退方式遲滯入侵
者行動。
繼續維持一支三百多萬 認為中國空中加油、海上整補、
部隊及龐大民兵，聯合各 空中預警與管制、國家指揮與管
軍種部隊，結合各種戰鬥 制系統、空降與兩棲部隊、航母
型態，整合武裝與非武裝 與高性能戰機不足，對美國戰區
導彈防禦系統及美核武能力感
作戰。
到憂心
反對對外採購造成科技 使用俄製先進武器。
依賴，主張運用自行研發
武器結合 1950-1960 年代
裝備。

動員群眾投入游擊戰，支
援正規作戰。

隨中國經濟日益繁榮可能獲得
更多國防資源。

傳統保守派分配到國防
預算最多，希望保有支持
戰時國防工業動員能
力，不反對在不危及大規
模常備兵力運作及適切
國防動員基礎前提下，建
立有限武力投射能力。

此派已爭取相當大比例的國防
投資，但對中國目前國防投資方
式仍不滿意。

軍事事務革命
軍事科學院戰略專家、國防科工委、
二砲及少數配備現代巡弋導彈單位
人員。
美俄軍事事務革命思想

與美國、俄羅斯或日本等霸權之爭，
這些國家擁有先進武器、通信與偵察
衛星、隱形飛機、核武及微科技。

20 年後。
採取先制攻擊、不對稱戰略，攻擊敵
人指、管、通、情中樞，癱瘓敵軍作
戰能力。

裁軍、投資高新武器裝備，彌合資訊
鴻溝，部隊進行網絡化，建立大規模
長程精準打擊能力。

使用導能武器、電腦病毒、潛射武
器、反衛星武器。突出潛艦的重要
性，主張水下艦與佈雷形成中國海軍
主戰兵力，並建立海上長程精準打擊
能力，設法發動閃電攻擊以提高第一
擊破壞率。
阻止敵人建立戰場後勤能力；採特戰
突擊。

主張運用資訊科技的密集程度作為
判斷未來武器系統與軍事組織之依
據。故應將國防投資重點置於先進軍
事科技，以躍進式方式超越美國。

資料來源：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 《中國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頁 31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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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判斷，除閻學通等中國學者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認為中國在崛起
的過程中，美國等主要大國可能聯合遏制中國，因而引發戰爭衝突外。中國與其
他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與十五個國家有陸地邊界，陸界綿延 2 萬 2000 公
里，海岸線長達 1 萬 8000 公里，存在歷史性邊界衝突，中國宣示在法理上屬於
中國，但目前卻不在其控制下的領土，如台灣、南海、釣魚台及其他領土訴求。
故中國的戰略分析家對未來區域安全環境雖表樂觀，但仍關注歷史性的疑懼和領
土爭議問題，尤其周邊鄰國軍事現代化，彼等認為中國在一九九○年代仍面臨與
周邊國家或地區因陸地邊界、海域島礁、海洋權益爭議，而引起局部戰爭的可能
性。15尤其一九九七年五月中國對中美關係提出前瞻預判指出，在香港與澳門回
歸中國統治後，台灣問題勢必成為中國二○一○年左右的重大事務，假如美國出
兵干涉中國的主權與內政問題，中國必定會遂行反侵略戰略，因而導致有限度的
中美戰爭，尤其美國對台軍售乃以對付共軍為著眼，中國必須要有所準備；而美
國將會利用島嶼、海上空間與資源，鼓勵與支持日本軍國主義者向中國挑釁，中
國必須做好準備，以對抗美國以各種不同的藉口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及軍事攻
擊。16
中國對台主權考量，除了歷史因素外，背後有極為深刻的安全意涵，因為控
制台灣對中國大陸防範外敵侵略至關重要，若台灣為任何一個大國提供軍事、情
報或宣傳設施，則對中國大陸將形成嚴重威脅，正如美國決心防止對手的軍事力
量進入古巴一樣，中國領導人也絕不會讓台灣再次成為一個對手的戰略資產。17此
外、台灣不僅對大陸構成潛在軍事威脅，還構成潛在政治威脅，台灣作為一個經
濟上繁榮、政治上民主的現代化華人社會存在，只要台灣問題未獲得解決，台灣
仍舊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除台灣的軍事力量外，中國大陸亦關注台灣具有顛
覆性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18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所公佈的「一個中國原
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如果出現台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轉
變，如果出現外國侵占台灣，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
統一問題。中國政府將採取包括使用武力的一切可能之斷然措施，維護中國的主
權和領土完整。19
一九九二年中國通過領海毗鄰法，中國聲明對南海地區之海上航道、漁場和
水下資源擁有主權。一九九四年九月發生美濟礁事件，菲律賓逮捕五十五名中國
15

Zahmay M. Khalilzad, 同註 14，頁 50-54。
同註 6，頁 28-30。
17
同註 7，頁 317。
18
同註 7，頁 318。
19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3/content_704463.htm。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3/content_704497.ht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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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一九九五年二月中國在島上建立防衛基地，菲律賓向中國提出外交抗議。
此外，中國並根據海洋法規定，對西沙群島做精細勘查，於一九九六年公佈精確
數字，界定其擁有的西沙群島的每一個島嶼，以及環繞每一島嶼的十二海浬的主
權，如此一來其邊界將擴展到馬來西亞、汶萊和菲律賓沿海水域，對上述各國的
安全構成挑戰。20南海問題涉及主權、能源開發及航道通行自由等問題。中國宣
示南沙群島中所有高於海平面的島嶼、島礁與岩礁及南中國海的主權（台灣、越
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亦各自宣告其中所有或許多島嶼的主權）。中國與
東南亞各國雖已關係正常化，但其安全問題並未解決，南海問題在一九九○年代
乃中國與東南亞各國衝突的導火線。21
鄧小平曾指出，中國與日本關於釣魚台主權爭議可以把他放一下，也許下一
代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時解決的辦法。22但一九九四年日本國會要求日本政
府公開重申對釣魚台領土要求，一九九六年中日兩國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後，釣魚島主權之爭再起，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於七月十四日登上釣魚台北
小島，設立燈塔，建造木製日本國旗，以彰顯日本主權。日本防衛廳開始以保衛
釣魚島為由，要求添購空中加油機。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美國高級官員表示，根
據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因為釣魚台屬於「日本行政管轄範圍內」
，故日美安保
適用於釣魚台。23有關釣魚台爭議上，中國一向保持克制，擔心刺激中國人民狂
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但仍不排除中日雙方在此問題上出現爭執引發衝突，美國亦
不會坐視中國以武力壓迫其盟邦的企圖。一九九三年九月中印兩國同意維持現行
管轄線附近地區的和平與寧靜；然彼此對麥克馬洪線的地位依然存在原則上的歧
見，中國和印度之間對亞洲霸主的持續競爭，將升高為印度洋或中印邊境上的軍
事對抗。中國和越南的邊疆問題，一旦中越關係因為某些理由產生惡化，可能會
升高邊界問題。24

二、武器裝備落後
一九四○年代至一九七○年代共軍以其在對日抗戰及與國民黨內戰經驗，根
據中國人口眾多、低於現代化工業國家的科技和教育、相對較小規模且零散的工

20

Marvin C. Ott,“The Dragon’s Reach: China and Soutjeast Asia”, in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eds., China’s 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 , Cato Institute, 2000, pp.115-118.；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s Security The New Roles of the Military,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8, pp.260-266.；同註 7，頁 187-189。
21
同上。
22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87。
23
劉江永，
「1996-1997 年日本形勢報告」，戰略與管理增刊，北京，1997，頁 33-49。
24
喬夫（Ellis Joffe）
，
「人民解放軍與政治」
，田弘茂、朱雲漢編，張鐵志、林葦芸譯，
《江澤民的
歷史考卷（ China Under Jiang Zemin）》
，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2 月，頁
122-126。Zahmay M. Khalilzad, 同註 14，頁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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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基礎建設等優點與限制所發展出來誘敵深入、積極防禦及透過游擊戰擊垮擁有
高科技能力的敵人的武力結構和運作原則，適切提供中國安全保障。一九六○年
代中國擁有核子武器，同時中國為增強抵抗蘇聯或美國外來攻擊，刻意避免在經
濟上過渡依賴外來資源，將主要工業設施從國內東北向西南分散，並保持在超強
間的戰略平衡關係。但一九八○年代初期共軍武器裝備所存在的缺點逐一浮現，
25

共軍現代化的長期計畫主要係為降低中國傳統國防綱領、軍事訓練和武力結構

中日益增加的缺點和脆弱性，中國內外戰略環境的改變。 26 根據古德溫（Paul
Godwin）
、史旺（Michael D. Swaine）認為一九八○年代中國武力結構、運作綱領、
組織、人事及許多關鍵領域明顯落後現代水平十五至廿年，無法提供廿一世紀安
全需要。空軍方面，不存在空中反擊、密接支援、制空、空中加油、夜戰、空降
預警等指通能力，缺乏攻擊性空戰行動，人員及訓練不良（一位典型的美國空軍
戰鬥機飛行員必須在一年內累積 200 小時的飛行時數，中國空軍飛行員的飛行時
數僅 80 小時）
。在海軍方面：中共海軍潛艦及水面艦老舊，大都屬於一九五○年
代蘇聯設計的衍生型，缺乏海上長期作戰能力，水面作戰、反潛作戰、空防、指
通、電戰能力不足，海軍缺乏攻擊航母等攻擊性演訓，亦無登陸及潛艇演訓，並
只有少量的兩棲攻擊能力和海上補給能力，故評估中國海軍只有海岸防衛能力。
地面部隊非常龐大，但過於重視步兵、機動性差、缺乏協同作戰能力、人員素質
低；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前因 C4I 裝備能力不足，中國缺乏一個現代、高速、
高頻寬、複式配置的國家通信系統，故無法進行聯合作戰演訓及在現代化裝備條
件下從事遠距作戰經驗。在戰略武器方面，指管通情能力差、預警、攻擊評估、
戰爭管理不合宜，故中國可能有能力對敵大型城市進行第二波攻擊，但是否能精
確擊中目標並發動協同攻擊不得而知。就軍事科技能力而言，中國國防工業基礎
差，短期內沒有生產對台作戰所必須的武器裝備能力，必須依賴向俄羅斯進口，
故只能支援短程的軍事作戰。在後勤支援方面：缺乏支持大部隊從事快節奏攻勢
作戰所須之現代運輸基礎設施，每個軍區被賦予發展和維持自己的補給基礎設
施。就組織職能而言，中國過度管制資訊和思想，故有垂直通訊結構，但水平聯
繫薄弱，阻礙創新能力，對國防工業造成傷害。此外，中國對外採購的武器裝備、
技術與軟體系統不匹配，作戰條令、軍事訓練、後勤保障與思想教育等方面若未
做出相應調整，中國的體制編制需要加大改革力度，事理論創新刻不容緩。27
中國軍隊不僅在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上與先進國家存在代差，在官兵受教

25

史旺（Michael D. Swaine）
，
「解放軍現代化對中國與亞太的影響」
，田弘茂、朱雲漢編，同註 24，
頁 132-133。
26
同上。
27
同註 1，頁 15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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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上與先進國家存在級差，例如美軍軍官 98%以上受到大學本科教育，其中
1/3 獲得碩士以上學位，具有博士學位的佔 7.7%。中國軍隊以中專為主，文化水
平偏低，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僅佔 21.4%，碩士以上已佔 2%。第五、國外軍事
技術的迅猛發展和軍事領域的深刻變革，要求中國國防建設實行跨越式發展。28
反觀美日等國家武器的科技化、精準化、彈頭設計、運輸、監視、攔截、戰
場指揮控制系統、電戰、後勤、陸空協同及飛彈防禦系統等軍事科技發展快速。
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讓中國高層見識到美國優異的軍事科技系統與共軍武器裝
備之間的差距。29國外軍事技術的迅猛發展和軍事領域的深刻變革，要求中國國
防建設實行跨越式發展。30
張萬年等共軍領導人有鑑於此表示，冷戰後中國的國防任務面臨國防力量現
代化水平與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未來一旦發生戰
爭，中國軍隊將會遇到用各種高技術武器武裝起來的對手，與一些國家和地區相
比，中國在武器裝備質量方面有很大差距，在武器裝備敵優我劣的情況下，能否
打贏和如何打贏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是中國國防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
戰。31中國與發達國家國防現代化差距可能進一步拉大，因此彼等要求共軍對此
一嚴峻的態勢應有清醒的認識和估計，要有一種危機和緊迫感。32江澤民於一九
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共軍在武器裝備、情報偵
察、通信聯絡、指揮控制、聯合作戰、後勤保障等一些基本方面，與西方發達國
家軍隊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而體制不順，浪費資金，延誤時間，乃中國長期以
來沒有解決好的老問題，故要求要理順武器裝備的科研、生產、購置和維修等方
面的體制。33
一九九五年十月奈伊（Joseph Nye）及羅德（Winston Lord）在美參院聽證會
上表示中國還要花數十年才可能成為威脅美國及其他主要大國的軍事大國。34

第二節 中國的軍事領導體制
中國國防領導體制的突出特點就是國防領導權集中在中共中央，國防建設和

28

同上。
同註 25，頁 133-136。
30
同註 27。
31
同註 1，頁 142-144。
32
同註 27。
33
江澤民，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136-21378。
34
Joseph Yu-shek Cheng, “China’s American Policy: A Turning Poi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
Volume 2, Number 2, Summer 1996, pp58-6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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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鬥爭的大政方針由中共中央制定，武裝力量的最高領導權屬於中共中央。35根
據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防法規定，中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故有關國防、戰爭和軍隊建設的
重大問題都是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作出決策並通
過必要的法定程序，作為黨和國家的統一決策貫徹執行。共軍政治工作條例規
定：共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36未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授權，任何人不
得擅自調動和指揮軍隊。37
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人大、國家主席、軍委會、國務院均有法定職權參與
軍事安全相關決策。
全國人大負責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制定有關國防方面的基本法律；選舉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
他組成人員，並有權罷免以上人員；審查和批准包括國防建設計畫在內的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和計畫執行情況的報告；審查和批准包括國防經費預算在內的
國家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國防方面的不適
當的決定。38
中國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宣布戰爭狀
態，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發布動員令；公佈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制定的有關國防方面的法律；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與在國防方面
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有
關國防方面的條約和重要協定。39
中國國防法第十二條指出，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國防建設事業，行使下列職
權：一、編制國防建設發展規劃和計劃。二、制定國防建設方面的方針、政策和
行政法規。三、領導和管理國防科研生產。四、管理國防經費和國防資產。五、
領導和管理國民經濟動員工作和人民武裝動員、人民防空、國防交通等方面的有
關工作。六、領導和管理擁軍優屬工作和退出現役的軍人的安置工作。七、領導
國防教育工作。八、與中央軍事委員會共同領導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民兵的
建設和徵兵、預備役工作以及邊防、海防、空防的管理工作。九、法律規定的與

35
36
37
38
39

同註 1，頁 220。
同上，頁 214-215。
同上，頁 299。
同上，頁 215-216。
同上，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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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建設事業有關的其他職權。40
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行使下列職權：一、統一指揮全國武裝
力量。二、決定軍事戰略和武裝力量的作戰方針。三、領導和管理中國人民解放
軍的建設，制定規劃、計劃並組織實施。四、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議案。五、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軍事法規，發布決定
和命令。六、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體制和編制，規定總部以及軍區、軍兵種和
其他軍區級單位的任務和職責。七、依照法律、軍事法規的規定，任免、培訓、
考核和獎懲武裝力量成員。八、批准武裝力量的武器裝備體制和武器裝備發展規
劃、計劃、協同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國防科研生產。九、會同國務院管理國防經費
和國防資產。十、法律規定的其他職權。41
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中央軍委主席實際即為全國武裝力量的統帥，中
央軍委組成人員為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員若干人。中央軍委之下，
設有共軍總參謀部，負責組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的軍事建設、組織指揮全國武裝
力量的軍事行動；總政治部：負責管理全軍黨的工作，組織進行政治工作；總後
勤部負責組織領導全軍後勤工作；總裝備部負責組織領導全軍裝備工作。國防法
規定，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會可以根據情況召開協調會議，解決國防事務有關問
題。而會議議定的事項，由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會在各自的職權範圍內組織實施；
中國並建立國防動員委員會，該委員會乃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下主管全國國防
動員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國防動員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領
導兼任，委員由國務院有關部委、軍隊總部有關領導組成。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
下設國家人民武裝動員、國家經濟動員、國家人民防空、國家交通戰備四個辦公
室。42
在毛澤東時期，共軍毫無保留地支持其政策；毛澤東可以將共軍當作自己個
人權力基礎，毛個人的權力需求可獲得共軍正面回應。在鄧小平時期，共軍的整
體決策仍缺乏制度化，如一九八九年戒嚴的決定並非程序性機制所完成，且戒嚴
令由李鵬及陳希同等發布而非軍令體系；當時北京軍區的忠誠度受到質疑，故從
濟南、瀋陽調遣部隊進入北京軍區。43鄧小平在共軍的地位及個人權威，有助於
抑制各戰區指揮官的需求，軍事預算自一九八○年代或多或少被凍結，儘管軍隊
4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434-2436。
41
同上。
42
同註 1，頁 217-219。
43
Jonathan D. Pollack,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ited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14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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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惡化的抱怨時有所聞，軍方領導人並沒有作出任何對鄧小平不利的事情。44
一九九二年起江澤民擔任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後，擁有制度為基礎
的權威，其職位可增加國際曝光率，賦予實質的權力，江澤民對軍方的控制來自
中央軍委會主席一職，江澤民積極拉攏軍方高階領導人，採取許多支持專業軍事
利益的行動，高階軍事將領的升遷或調動，都先進行面談，並以能力而非個人關
係為導向。隨著劉華清和張震退休，共軍領導人中，沒有人有足夠的個人地位、
權力和慾望挑戰江澤民，江澤民在十五大宣佈裁軍五十萬，強調共軍應重質不重
量、以現代化取代人力、以專業化取代政治化，這些作為都取得共軍領導人支持，
軍隊並未反對江澤民施政作為。 45 共軍高階領導在純軍隊事務擁有更多的自主
權，專業的決定由軍隊在中央軍委會或其他組織中的領導訂定，江澤民則聽從他
們的決定並加以核准，此一安排滿足雙方需求，運作平順，共軍對江澤民在各項
決策制定過程給予共軍充分的機會爭取其制度性利益感到滿意。46但即使江澤民
主政時期，中國的軍事系統不像經濟系統般在上級與下級間出現討價還價關係，
因為共軍仍然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部門。47共軍在推動現代化的同時，進行專業
化，強化軍方的服從，灌輸服從高層命令的精神，使現代化武力可以有效運作；
軍方官員逐漸遠離政治圈，阻止共軍介入政治鬥爭。48江澤民主政時期，第三代
領導人對於營造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有強大的渴望，但台灣仍是潛在的衝突點，
中國主權和國家榮譽的核心問題加上軍事武力混合成一個爆裂物，引領共軍進入

44

同註 24，頁 114-118。
同註 25，頁 146-148。
46
江澤民身為中央軍委主席的地位賦予他重要權力，使軍方政治人物相互鬥爭、實施恩寵制，並
掌握共軍領導人的佈局。江澤民所掌控的工具及其位置代表共軍的利益。加上領導任期制的推
動，包括共軍核心部門，特別是總參謀部，使江澤民與他的助手能夠掌握有意接班的將軍，江澤
民自一九九二年開革楊家將以來，做的就是在共軍中大玩恩寵政治，此有助於解釋為何中共聲稱
他會批准全面禁止核試條約並終止核子試爆（該測試對於開發新武器以支持新的核子學說，使中
國導彈的多重獨立重返載具更加犀利，並且研發與改良戰術性與更具威脅性的核子武器）
。一九
九八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會上，江澤民聲明共軍應退出國有企業，顯示將並不畏懼於解決共
軍的複雜問題與利益。此外，共軍的現代化需要許多文職階層大力的支持，如果只有貧窮的農人
加入共軍，會拖累現代化進程，實際的軍事現代化需要更多國家的干預和介入，包括給予高薪招
募兵員，以及國防生產和研發部門的科技人才，為增進軍事現代化的步調，更有力和集權的國家
是必須的，國家必須有更大的能力掌控與引導人員與經費的投入，儘管共軍現代化在四個現代化
中可能位居第四位，但在實際花費上排名第二，在此脈絡下，文職領導人可以用兩種方式掌控軍
隊。首先，共軍內部關於政策優先性的爭執，如果分化而無法呈現統一的陣線，文人的控制就可
能成功。如共軍在核子現代化、潛艇、導彈與制空優勢何者優先的順序選擇，本來就會造成內部
的分裂和爭執。其次，文官可以透過增減預算來提昇或降低特定部門的地位，改變這些優先順序，
並透過選擇性的升遷影響分配過程，這些策略可能引起共軍一致激烈的反應，但力量的區劃使共
軍無法與黨國領導對峙。巴克曼（David Bachman），
「鄧後中國的政治衝突模式」
，田弘茂、朱雲
漢編，同註 24，頁 121-122。
47
Kenneth G. Liberthal,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s”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ited, op. cit., pp.17-18.
48
同註 24，頁 120-12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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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的核心，共軍相信自己必須確保中國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並以軍事行
動終結台灣獨立的企圖。49但共軍高階將領在任何政策領域，即使如台灣議題等
敏感性問題，亦無法主控政策。50隨著共軍現代化逐漸深化，中國的國防和軍事
領導體制亦日益制度化。

第三節 中國的軍事安全政策選擇
一九九○年代中國針對局部戰爭威脅及共軍武器裝備落後等情況，分別提出
明確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係、制定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落實科技
強軍戰略、提高威懾的可信度、逐年提高軍費預算等政策。謹將一九九○年代中
國各項重要軍事安全政策選擇分述如後：

一、明確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係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提出國防建設必須
轉變指導思想，由立足於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上，國防
建設和軍隊建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依托，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51進入一九
九○年代，波灣戰爭對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啟示。中國黨政領導人研判中國仍然面
臨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面臨著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
的威脅，面臨國內外敵對勢力製造分裂、破壞穩定的挑戰。52故要求共軍必須積
極進行現代化，增強中國軍隊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防衛和應急作戰
能力，提高軍隊素質，增強整體效能，加強國防科研，提高部隊裝備現代化水平，
才能解決國防力量現代化水平與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要求不相適應的矛
盾。但中國財政資源有限，中國共產黨為維持政權合法性，必須持續保持高度經
濟發展，提高民眾生活水準，如何處理好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係成為中國一九
九○年代重要的課題。53中國領導人將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視為一個重要
的議題，其主要在於希望藉此律定資源分配及政策優先性的原則。
（一）國防建設要以經濟建設為依托
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雖認知，加強國防建設是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基本保
證，發展經濟離不開堅強有力的安全保障，並將國防現代化納入整個國家現代化
49

同上，頁 122-126。
同註 25，頁 150-151。
51
江澤民，
「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
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474。
52
同註 1，頁 9-12。
53
Donald J. Puchala, “Som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Jaushieh Joseph Wu, China
Rising: Implication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Growth in the PR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1, pp.170-17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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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不高，經濟實力還不強，彼等堅
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乃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
必須始終正確認識和處理的一個重大課題，離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局，社會
主義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中華民族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因此，江澤民
強調必須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以此大局作為解決包
括國防現代化在內的所有問題的基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也是中國提高國際
競爭力，頂住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關鍵所在。故
要求國防建設要緊密配合這個大局，而不能妨礙和影響這個大局，軍隊現代化建
設要以國家經濟建設為依托，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大局，除非發生大規模外
敵入侵，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動搖國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軍隊要積極
支持和參加國家經濟建設，隨著國家經濟增長，再逐步增加國防經費的投入，使
軍隊的武力裝備和生活條件逐步得到改善。同時要求共軍加強質量建設，減少數
量，提高質量，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54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
軍隊。55
上述政策代表在中國領導人的認知中，軍事安全威脅的危害性不大，急迫性
不高。故無論在政策的優先性和資源分配上，都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二）協調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發展
中國基於鞏固國防乃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基本保障之認知，要求建立國防建
設和經濟建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機制，在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努
力加強國防建設，使國防建設在國家財力增加的基礎上不斷有所發展，使經濟建
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兩頭兼顧、協調發展，避免發生戰爭時，中國陷於被動。
故要求國防建設不僅要服從而且要服務於經濟建設，軍隊要為國家的經濟建設積
極貢獻力量，通用性較強的軍事設施要實行軍民合用，國防科技工業要能軍能
民。國家在經濟建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中，要充分考慮國防和軍隊的需求，做
到既促進經濟發展又增強國防能力。56把國防現代化建設納入國家總體戰略總體
規劃和歷史進程之中，借助科學的國家總體戰略佈局，實現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
54

同註 1，頁 171-172。江澤民，
「關於廿年來軍隊建設的歷史經驗」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
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701-702。江澤民，
「正確處理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
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474。江澤民，「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七十週年
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9，10，頁 2592-2593。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6，頁 39。
55
同註 1，頁 13。
56
同註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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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調發展；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相應改善武器裝備，加速國防現代
化，不斷增強軍隊在高技術條件下的防衛和應急作戰能力，遵循國防建設與經濟
建設協調發展的客觀規律，努力探尋一條具有中國特色、反映時代特徵的國防現
代化建設道路。57
中國領導人解決經濟與國防建設優先性及主從問題後，隨著軍事安全環境變
遷，中國領導人亦須處理軍事戰略應以攻擊或以防禦為主？應準備何種類型戰
爭？軍事資源配置應以傳統或非傳統武器為優先？故中國仍面臨軍事戰略調整
問題。

二、制定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
中國的軍事戰略主要是由國家的性質、任務和對外政策決定，軍事戰略所要
解決的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軍事戰略判斷的
重點在於國際戰略格局和當代軍事鬥爭的發展趨勢。一九五六年和平建設時期，
中共中央軍委即制定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主要是由
於中國安全環境的急遽惡化，加上對戰爭爆發的危險性估計得過於嚴重，中國乃
採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方針，立足於應付最困難的情況，準備敵人早打、大
打、打核戰爭。一九六九年中國與蘇聯發生邊界衝突後，中國動員城市居民和駐
軍深挖洞、廣積糧，防禦蘇聯可能發動的核攻擊。事實上，這些地道無法應付核
攻擊，但北京藉此表達其嚴肅對付威脅及求生存的決心。一九八○年代初，針對
全面反侵略戰爭的特點，中共中央軍委確立積極防禦戰略方針，提出堅持後發制
人、堅持人民戰爭、堅持持久作戰、立足於以劣勢裝備戰勝敵人、立足於最複雜
最困難情況下作戰的戰略指導原則。一九八○年代中期，鄧小平提出在較長時期
內不發生大規模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戰略判斷，實現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
轉變，中國即從時刻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變到和平時期現代
化建設的軌道上，強調戰略指導要從立足於隨時準備對付敵人大規模入侵轉變為
著重對付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並提出適應當時形勢要求的積極防禦
軍事戰略。兩個超級強國之所以在冷戰期間未入侵中國，主要是由於美蘇擔心在
與中國交戰的同時，又要冒美蘇彼此開戰的風險，後來主要由於中國具有核子嚇
阻能力，而非靠共軍的戰鬥力或高超的戰略。一九九○年代，在深刻認識國際戰
略格局的重大變化和軍事領域中的深刻變革的基礎上，中共中央軍委重新制定新
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確定要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
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從而實現軍事戰略新的轉變。58
57
58

同註 1，頁 9-12。
同註 7，頁 224-225；喬夫（Ellis Joffe），同註 24，頁 122-126；張萬年主編，同註 1，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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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一九九○年代在深刻認識國際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和軍事領域中的
深刻變革的基礎上，中共中央軍委重新制定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確
定要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上，確立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目標；提出政治合格、軍事
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從而實現軍事戰略新的轉變。
59

積極防禦軍事戰略，其核心是鞏固國防，抵禦外敵侵略，保衛國家領土、領空、

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60在戰略指導既要堅持戰略上的防
禦和後發制人，又要重視在戰役戰鬥上採取積極的攻勢行動和先機制敵；既要有
持久作戰的準備，更要力爭在戰役戰鬥上快速反應、速戰速決，特別是應付高技
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當具備戰略速決條件時，就要力爭戰略上的速決。所以，
積極防禦不是單純防禦，而是攻勢防禦，使攻守結合。積極防禦要求戰略上後發
制人，並不是軟弱的表現，後發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利於在政治上、外
交上保持主動；制人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顯示出自衛還擊的決心和能力。
中國新時期積極防禦軍事戰略，不僅要解決如何準備打和如何打的問題，而且要
解決如何有效地遏制戰爭，避免打和制止打的問題；不僅要力避全面戰爭的爆
發，而且要盡量防止局部戰爭的發生，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故
中國認為將日益現代化的常規力量、強大的後備力量與可靠又有效的有限核力量
結合起來，是貫徹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發揮威懾作用的基本途徑。中國積極防禦
軍事戰略的立足點，從來都是準備對付戰爭和打贏戰爭。以敢戰、能戰達到不戰
而屈人之兵，是中國威懾思想的基石。積極防禦強調遏制戰爭，就是在和平時期
利用威懾力量，從軍事上和政治上設法制止或推遲戰爭的爆發，但遏制戰爭必須
以具備打贏戰爭的能力為基礎，只有具備制勝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實施威懾。張
萬年等中國領導人認為，現代局部戰爭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約大，具有很強的
政治性、政策性。而中國未來的防衛作戰，與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息息
相關。故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最根本的還是要從政治上考慮和處理軍事問題。在
軍事戰略指導一定要有政治頭腦、政策觀念和大局意識，善於把握一些大的戰略
關係。所以中國領導人要求軍事上打與不打，打什麼目標，打到什麼程度，何時
打，何時停，都要從政治上、戰略上加以全面考慮。但軍事鬥爭要嚴守自衛立場，
充分準備，慎重出戰，有理、有利、有節地行動，牢牢掌握鬥爭的主動權。「有
理」就是堅持戰略上的防禦和後發制人，做到師出有名，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主
動；
「有利」就是把握有利的時機和條件，堅決打贏，取得有利的軍事地位；
「有
節」就是掌握軍事鬥爭火候，適可而止，在適當的勝利後結束軍事行動。中國領
59

江澤民，
「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頁 969。張萬年主編，同註 1，頁 179-180。
60
同註 5，頁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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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要求新時期軍事鬥爭要積極配合政治、外交和經濟鬥爭，維護世界和平和地
區穩定，努力改善國家安全環境。61
中國提出打贏一場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準備，在戰略指
導上要著重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從重點準備全面戰爭轉向重點準備局部戰
爭，就戰略縱深及戰爭時間長短而言：全面戰爭立足於國土縱深殲敵，局部戰爭
著重邊境淺近縱深、空中和海上求勝；全面戰爭要力爭把戰爭拖向持久，局部戰
爭則強調盡可能地速戰速決。就攻守戰略戰術選擇而言：全面戰爭通常要經過戰
爭初期的戰略防禦作戰才能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局部戰爭則可能一開始就以自
衛反擊的形式，採取有限規模的戰略性攻勢作戰；就動員的角度而言：全面戰爭
需要全面動員，舉國迎敵，局部戰爭則要盡量避免戰爭的擴大升級，減少對國家
大局的影響。第二、積極探索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特點和規模，由於高科技
兵器在戰場上的運用，故戰略空襲的地位大大提高戰爭、戰役、戰鬥有時可以融
為一體，前方、後方的界線模糊，作戰保障更加複雜。故共軍領導人要求要研究
對手，也要研究自己；要研究怎樣發揮主軍兵種聯合作戰的威力，也要研究怎樣
發揮軍隊和地方相結合的威力，要研究武器裝備的發展趨勢和科學組合問題，也
要研究人和武器裝備的科學編成問題。第三、加強以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
為主要目標的軍事鬥爭準備，戰略指導一定要考慮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做好多
手準備，一旦情況發生，能快速靈活地作出反應，中國的安全環境比較複雜，應
當進行多方向，有重點的準備，突出對國家安全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方向的軍事對
策研究和軍事鬥爭準備，同時兼顧其他方向，處理好重點與非重點的關係。故共
軍高層要求要下大力氣發展軍事高新技術，重點研製最迫切需要的武器裝備，盡
快擁有幾手在高技術條件下的制敵手段；加快人才培養的步伐努力造就一大批能
駕馭現代戰爭的人才；有步驟地進行體制編制的調整改革，逐步形成適應現代戰
爭需要的體制編制。62中國總體軍事戰略調整後，海空軍集合戰略亦應相應作出
調整。
（一）海軍戰略：近海積極防禦
一九九○年代以前中國海軍由於受到科技限制及蘇聯海軍戰略指導影響，僅
作為近岸（海）防禦或棕色海軍角色。聯合國海洋公約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生效
後，島國和濱海國家普遍確立陸海綜合的國土觀念，增強海洋國土意識，加劇對
海洋的爭奪與控制。對於制海權內涵的認定從過去單純強調戰時海上決戰，擴展
到強調平時海上部署和戰時由海向陸突出，並從強調近海控制權向強調遠洋控制
61
62

同註 1，頁 179-182。
同註 1，頁 1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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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方向發展。63中國逐漸認知發展遠洋海軍乃其國家長期利益的根本，希望建立
強大海軍可保護其海洋經濟利益，並可作為中國成為國際強權的主要工具。冷戰
後，中國軍事高層達成共識，將中國海軍戰略定位為近海積極防禦，其戰略特點
在於防禦有效範圍往前推進涵蓋台灣、南沙；強調和平時期應加速海洋利用計
畫，有效保衛海上利益，支援擴張中國政治影響力；並防止敵人海上封鎖，阻斷
敵海上運輸，加速動員，有效防止敵攻擊，此一戰略構想，主要針對台灣可能出
現獨立運動。其具有以下國際戰略意涵：一則藉此展現中國希望成為亞太地區主
要海權國家；再則，可提升海軍任務及作為對外政策工具性角色，但如此一來可
能促使周邊國家發展海軍軍力；中國政治領導人主要決策傾向認為，未來主要仍
將以政治、外交協商安排，解決海岸線及領土主權爭議，但將以強大海軍作為維
護其領土訴求的最終保障。64
一九七○年劉華清擔任海軍司令部造船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時，曾對航
艦進行專題論證，並提報工程方案，一九八○獲邀赴美參觀小鷹號，中國並從俄
羅斯邀請航艦設計專家赴中國講學，引進部分設計技術資料。一九八四年劉華清
曾表示，現在國力不行，建造航艦還要等一段時間，因此只能預先做研判。直到
一九八六年中共重新開始對航艦論證工作。一九九○年代初期，中國內部對海軍
建軍構想曾有潛艇派與航母派爭議。潛艇部署可提供防衛和海上反制能力；購置
航母可提供長程投射能力，中國是否建造航母取決於首要防禦任務評估及資金和
技術開發。就防禦任務而言，美國推行全球戰略，沒有大型航母顯然難以成為國
際警察；英、法等國奉行的是區域防禦戰略，故發展中型航母；西班牙、義大利
等國家基本是在距離 200 海浬的領海專屬經濟區內執行巡邏和作戰任務，所以購
置輕型航母以滿足其國家戰略和軍事需求。中國有 300 萬平方公里的海域，中國
奉行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宣稱擁不搞霸權主義，海軍採取近海防禦戰略，如果
有擁有航母，有助於其捍衛海疆；在軍費拮据的情況下，除非中國企圖到大西洋、
印度洋或其他世界大洋上炫燿武力，否則航母的需求似乎與美國、英國、國等海
洋強國相比不那麼迫切；更何況中國要達成近海積極防禦目標，尚有發展導彈、
潛艇、驅逐艦等多種選擇。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再度證實，共軍之海空軍無力控
制中國海岸一百哩外水域，在二百哩外的兩艘美航空母艦就能對中國軍隊造成威
脅。故對中國而言，沿海防衛要比獲得航空母艦遂行跨海遠征南海任務更緊迫，
中國海軍現代化主要問題在於強化空中掩護及打擊能力，故發展航艦、核潛艦或

63

制海權乃 19 世紀 20 年代美國海軍理論家 A.T.馬漢提出的一種戰略理論。其基本內容是通過奪
取一定時間內對一定海區的控制權，確保己方的海上行動自由和沿海安全，同時剝奪敵方的海上
行動自由和沿海安全。同註 1，頁 91-92。
64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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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機空中打擊能力都可作為海軍現代化的選擇方案。中國若建造航艦，其主要用
於對台鬥爭，處理南沙群島爭端和維護海洋權益。但一九九一年中共在西沙永興
島闢建機場，使中國戰機遠赴南沙執行作戰能力大為提高；此外，中國目前擁有
蘇愷戰機可繞道台灣東岸執行防區外作戰。目前中國海軍後勤保障體系仍以陸地
為依托，無法遂行遠洋作戰計畫。就資金和技術開發層面評估，航母造價昂貴，
除主力艦外，亦須多達八艘的護衛艦。此外，艦載飛機必須具先進的航空電子設
備和動力系統，並具有在公海上協同作戰能力，故需有高級系統工程和後勤支援
能力，中國未來有可能掌握相關高新技術，但當其掌握到所有技術時，其對手之
技術能力可能更先進。軍事專家預估，若中國決定建造則到二○一○年中國可以
擁有第一艘航母，但其規模小且非高性能艦載機，故必須有三艘航母才能保證有
一艘駐現場執勤，以中國目前的後勤維修能力則需要有四至五艘才能保證有一艘
航母具有戰力，若中國在二○一○年擁有一艘航母，大約要到二○二○才擁有第
三艘，但美國在太平洋駐軍及東協國家空軍戰力屆時將有所提升，因此無法保證
中國的航母艦隊能大大改善其與潛在對手的力量對比，即使中國能找到國外賣
主，亦無法擺脫此一困境，若只組建一支航母特遣艦隊，加上其所需的飛機及技
術，其價格並非中國所能問津。65若中國建造航母將擱置其他急迫軍需，同時引
發鄰國擴充軍備，造成軍備競賽，屆時其可能是輸家。一九九Ｏ年代中國積極建
造大型水面艦，購置岸基戰機、空中加油機，組建陸基航空師，發展核潛艇，從
上述徵候與作為研判，旨在強化中國沿海四百至六百哩範圍內近海活動之空中掩
護及打擊能力，故無論從中國海軍戰略指導、海軍現代化建設準備、技術能力及
投資機會成本評估，還看不出中國急切發展航空母艦之徵候。66
發展戰略核潛艦(09 系列)乃中國海軍重點目標，但短期主要以獲取新型傳統
動力潛艦，並將明級和宋級潛艦升級。一九九四年中國決定購置基洛級潛艇，主
要作為研改宋級之用，另購置兩艘現代及驅逐艦。67此外，中國並新增旅滬級驅
逐艦、近衛級導彈驅逐艦等水面艦，其代表中國造艦技術改善，並具飛彈發射能
力，配備蠶式艦艦導彈、艦空導彈及反飛彈系統。68
65

中國如欲在台海取得空優，首先必須動員百分之四十戰機（2400/6000），同時動員三個艦隊及
潛艦，100 艘登陸艇、十萬名部隊，並阻斷第七艦隊；而針對南海衝突，中國有三種選擇，第一
為透過外交手段；第二種為動用軍事手段；第三種選擇是以軍力量為後盾，配合外交施壓，但可
能在南海挑起新冷戰；中國如要在南海地區實施海上封鎖，至少需要時到十五艘潛艇、三到五架
長程轟炸機，問題還在於缺乏強而有力的空中支援情況下，即使迅速佔領附近島礁，但如何防禦
與運補都有待克服；除非中國取得航母。再則中國戰略家擔心面臨來自東海及南海的突襲，如日
本、菲律賓、台灣或美國及其他國家巡弋飛彈攻擊。同註 7，頁 234-236。。
66
同註 7，頁 234-236。
67
在 1990 年代明級潛艇水下操控力、速度和噪音問題未能克服。
68
James Mulvenon, “Chinese Nuclear and Conventional Weap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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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軍戰略：攻守兼備
一九九 0 年代以前，中國空軍因受限於蘇聯空軍戰略及裝備落後影響，一直
缺乏獨立作戰任務，僅能扮演支援地面作戰角色，在聯合作戰中無法貫穿作戰全
程。中國空軍缺乏組織、通訊和協同作戰能力，使其在中國境外行動能力受限，
其雖然可能對台灣進行攻擊，但主要目標則在防禦中國的城市不受襲擊。69冷戰
後制空權內涵出現轉變。各國對制空權之認知已由過去單純的戰時空中作戰，擴
展到平時的軍事威懾行動，強調通過設立禁飛區等方式，加強對有關空域的有效
控制，懾服對手。制空權的範圍由傳統的控制大氣層內，擴展到控制外層空間，
強調通過控制和利用太空來支援和保障陸、海、空作戰行動。作戰任務由主要保
障地面和海上作戰擴展到以空中作戰直接奪取戰爭勝利，強調通過對敵縱深的要
害目標實施戰略性空襲，迅速達成戰爭目的。並由過去著重強調陸、海戰場上的
空中作戰，擴展到陸、海戰場外的空中作戰和對海、對地突擊。70
一九八○年代末期共軍將領開始倡議，應效法美英兩國空軍，建立有中國特
色的空軍自主戰略；在中國國防大學開始展開空軍自主戰略的爭論，有一派認為
空軍應以綜合縱深打擊為主要戰略，必須具有進入敵領空空襲的能力；而另一派
認為應配合積極防禦戰略指導，設定快速反應戰略。71
一九九○年代，中國空軍戰略從本土防衛調整為攻守兼備，作為快速反應戰
略的一部，並對陸軍及海軍進行密接支援任務；但共軍戰機數量從一九八○年的
6,000 架縮減到一九九Ｏ年代的 5,000 架，但大部分都是過時戰機，所以中國積極
進行現代化，中國已在國內投資生產戰機，將殲八型殲擊機改為殲八Π，並於一
九九二年開始部署，但該機裝備過時武器且發動機功率不高；另根據以色列幼獅
Lavi 戰鬥機航空電子元件和雷達，製造殲十型戰鬥機，此乃中國努力生產多功能
戰機之重點，該機必須在二○○五年才能獲得作戰能力。一九九○年代初中國向
俄羅斯採購 SU-27 戰機等先進戰機，並達成製造許可協議，在中國大陸生產 200
架，但其作用仍有限，因主要裝配仍從俄羅斯進口元件。此外，中國持續研發與
採購新型戰機、直升機、衛星、各式飛彈和火箭等武器裝備，並重視航太工業發
展。強化空中優勢地面攻擊能力，提高兵力素質、後勤支援運輸、早期預警、電
子反制、後勤等能力。72

press, 1999,pp.326-336.
69
同註 7，頁 230。
70
制空權乃本世紀 1920 年代義大利將軍 G.杜黑提出的一種理論，其基本內容是通過奪取一定時
間內對一定空域的控制權，保障己方的作戰行動免遭或少受敵方航空兵的危害。同註 1，頁 93-94。
71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120-121.
72
Marvin C. Ott,“The Dragon’s Reac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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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台海軍事演習，共軍共出動殲-7Π、殲-8Ι、殲-8Π、轟六、A-5
地面攻擊機、SU-27 等戰機，而殲-7Π、殲-8Ι及 SU-27 分別發射紅外線制導飛
彈，展現中國運用空軍獲取政治和心理威懾效果，SU-27 戰機有助其面對朝鮮半
島、台海、中越及中印衝突時取得海空戰略態勢，但仍無法對美俄等國形成嚇阻；
一九九○年代中國空軍戰力仍無法有效保衛其地面部隊和海軍免遭攻擊，甚至無
法在中國沿海水域提供密接支援，中國海軍若活動到以陸地機場為基地的飛機航
程外，容易受到作戰區附近較小國家以陸地機場為基地的飛機攻擊。73所以目前
中國空軍戰略與能力間仍有相當差距，中國空軍現有戰力主要仍以國土防空為
主，但已具有限投射能力。74
中國在傳統戰力處於落後的情況下，如何提升核武能力，乃強化中國軍事
威脅可信度的重點。
（三）核戰略：最小威懾
一九六三年甘迺迪曾指示助理國務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試探美國若
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先制攻擊時蘇聯之態度，一九七○年蘇聯詢問尼克森政府，蘇
聯若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先制攻擊時美國將採取何種態度。中國官方宣稱，其發展
核武係被迫，主要是為了打破核武壟斷的局面，反對核武脅迫，為最終去除核武
努力，以確保中國的獨立自主和安全。但擁有核武確實為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九
年中國與蘇聯邊境衝突及懲越戰爭壯膽，人民戰爭對抗入侵並非成功戰略，但若
加上核武及中國遼闊的疆域，此一戰略足以威懾入侵。75
中國製造核武及彈道導彈主要目的在於彌補傳統軍力上的停滯與落後，中國
核武戰略和嚇阻理論為最小威懾（Minimum deterrence）政策，此一戰略構想主要
係基於其戰略核武數量有限，但在其主要潛在敵國在戰略導彈防衛系統關鍵技術
問題尚未能有效突破的情況下，中國只要有可靠度高的核彈頭可以對敵城市進行
第二擊，其可以無視於敵我質量不對稱性，只要能擁有對敵單一城市的潛在攻擊
能力，便能夠產生嚇阻作用，如此便可避免行動升級，亦即中國領導人相信相互
保證毀滅在短期的全球戰略仍然有效；再則，中國核戰略能力縱然有限，但對核
武大國而言，卻造成不確定性，所以能夠保持核均勢。中國戰略家已不再認為人
民戰爭可戰勝核戰，尤其一旦核大國對中國進行核打擊，核嚇阻理論可做為人民
戰爭做補充與輔助，一旦其反擊和嚇阻能力增強，其面對安全威脅的信心將增

Dorn eds., op. cit., pp. 122-124.
73
同註 7，頁 233-234。
74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 122-124.
75
同註 7，頁 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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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76
約翰斯頓（Iain Johnston）認為中國業已發展有限威懾（limited-deterrence）新
核武戰略觀點，該戰略強調追求足夠核武能力，嚇阻傳統戰場和戰略核戰爭，控
制、壓制核戰升級，並可以嚇阻戰術到戰略任何形式攻擊，以遏制可能的傳統攻
擊或任何規模的核衝突，若嚇阻失敗則仍有充分戰力控制衝突升高，並迫敵後
撤，此與甘迺迪的彈性反應戰略類似（doctrine of flexible response），亦即部署一
系列戰略和次戰略軍力，以嚇阻任何層級的核衝突，並控制衝突升高。中國要將
最小威懾（Minimum deterrence）政策業已調整為有限威懾（limited-deterrence）新
核武戰略，其應具備以下能力：
第一、在遭受傳統武器攻擊時要具有可以摧毀敵一系列軍事、工業和其他目標的
彈道或潛射導彈等戰略和戰區核武，可進行報復攻擊，嚇阻或動搖敵啟動
核子轟炸，以反制敵進一步使用戰區核武的能力。
第二、要具有反衛星武器，可擊落敵軍事衛星，嚇阻遭受長程巡弋導彈或精確制
導傳統武器攻擊能力。
第三、要具有早期預警指管通情體系及導彈防禦系統，以確保有限嚇阻核戰力在
遭受敵第一擊時能不被完全摧毀，並防衛關鍵軍事指揮中心和國家重要設
施，以壓制戰爭升級，並能透過警告性轟炸遏止核升級。
第四、要具有一定數量小而存活率高、滲透力強的洲際彈道導彈，突破敵 TMD
或 NMD 等導彈防禦性系統對中國威懾能力所造成之限制。
亦即中國要具有比目前更先進的科技和軍事防護設施。77中國核武軍備包括
洲際彈道導彈、DF-3 中程彈道導彈，DF-21 機動中程彈道導彈，現階段主要發展
陸基、固態推進、機動力強的 DF21 、DF31、DF41 等系列導彈。但以目前中國
核武戰力，仍然無法符合此一戰略構想。根據古德弗（Mel Gurtov）在一九九三
年對中國戰略家何祖歧進行訪問，指出中國所採取的是最小嚇阻核武發展政策，
這也正是中國所以提出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原因。中國認知以其現有之核戰能
力，引爆核戰乃自殺行為，即使遭受優勢傳統軍力國家攻擊亦不使用核武，關鍵
在於沒有國家運用傳統軍事力量可以輕易征服中國，而且中國擁有廣大領土，眾
多兵力，無懼傳統武器攻擊。故中國核存量雖與英國及法國相當，但其戰略運用
有所不同，英法不致輕易宣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因為英法等國面臨傳統武力威脅

76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China and Arms Control Institutions”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op. cit., pp.95-96.；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124-125.
77
同註 25，頁 139-140；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p.95-96；Selig S. Harris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The Threat in Perspective” in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eds., op. cit., pp.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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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保持使用核武權力，方能遏制戰爭升級；但有限嚇阻與中國不首先使用
核武保證不相容，因為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保證，必然削弱中國有限嚇阻戰略。
78

在中國傳統戰力相對弱勢情況下，提升核戰力對嚇阻和從事後冷戰時期可能
爆發之戰爭具有軍事價值，中國並認為核戰力有助於大國地位之提升，故在短期
內，不可能單邊放棄其核武發展計畫。79但大部份分析家認為中國飛彈、潛艇、
彈頭、指管通情系統能力在敵首波攻擊時將全數受到破壞摧毀，儘管中國可能針
對敵大城市啟動第二波攻擊，但對其是否能命中目標或發動協調攻擊能力仍無法
明確評估。中國核戰力之關鍵在於中國遭受核武國家攻擊後，核導彈存活率、核
導彈打擊能力、穿透力，其現有核武可能在第一擊中被完全摧毀，故中國的核武
研製計畫主要克服生存保障能力。故中國核武現代化目標主要包括針對飛彈防禦
系統，發展陸基、海基洲際導彈，並在射程、精確度、穿透性、存活率等方面進
行改良；發展新一代固態短、中、長期導彈；彈頭力求小型化，並製造具有獨立
目標制導重返大氣層能力之多彈頭及載具；提升太空能力，進口光纖、微波等通
信科技，改良核武指管通情能力。80
一九八八年中國開始部署 DF-21 導彈，約有 10-36 枚，主要部署在西北和西
南地區。另中國已發展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DF-31,DF-41，兩者均為固態燃料推進，
機動性良好的洲際導彈，DF-31 有三節推進能力，可攜帶 700 公斤彈頭，射程為
8,000 公里可達歐洲和阿拉斯加，但不包括美國本土；DF-41 射程 12,000-13,500
公里，可取代 DF-5A，預計在二○一○年服役。中國在一九九六年同意全面禁止
核試之前，持續進行核試射，旨在發展洲際彈道導彈之小彈頭；而中國業已完成
夏級核潛艇改良，部署巨浪一型潛射彈道導彈。此外，正積極發展海基巨浪Ⅱ型
潛射導彈的「○九四」計畫，未來計畫可掛載 16 枚巨浪二型潛射導彈，射程 8,000
公里，預計在三個艦隊各配置一至二艘。同時，積極鋪設光纖，強化指管通情能
力。81
共軍為維持嚇阻能力以對抗強權國家的傳統武器威脅，可能在局部戰爭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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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九月，中俄兩國領袖聯合聲明兩國相互間不首先使用核武，並同意互不瞄準；然中
國部分學者主張預警發射的先制攻擊核戰略，亦即當敵導彈發射但未爆炸前，即立即展開報復性
攻擊之構想卻與不首先使用核武衝突。Ibid.
79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p.96-97.
80
同註 25，頁 139-140。
81
中國於一九八一年開始部署 DF-5，此為中國首造洲際導彈，可以打擊美國大陸，研改的 DF-5A
射程為 8,000 公里，現部署於地下工事掩體內。同註 7，頁 234-236；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129-130.；James Mulvenon, op. cit., pp.32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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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戰術核武，如在 DF11 短程戰術導彈加裝核彈頭。82中國曾進行十二次 20
kilotons 當量以下核試，但因技術問題未能突破且擔心美國鎖定上述目標，故截
至一九九○年代末尚無證據顯示中國擁有戰術核武。
中國進行軍事戰略轉變之後，針對其戰略意圖與能力矛盾，亟需大力提升科
技能力，以縮小其與發達國家間武器裝備之代差。

三、落實科技強軍戰略
一九八五年軍委擴大會議鄧小平倡議調整「早打、大打、打核戰」的人民戰
爭思想，於是宣布裁軍百萬，五十萬鐵道兵轉業到鐵道部，人民武警獨立隸屬，
專責國內安全。83一九九三年初，中國根據世界戰略格局走向多極化和世界軍事
領域發生革命性變革的新形勢，確立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
目標。84
中國要達成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準備，第一、必須
建立一支較小、更富彈性、更積極、受過嚴格訓練並擁有良好裝備的地面部隊，
特別是擁有空降與兩棲投射能力的快速反應作戰單位。第二、建立適中的遠洋海
軍，擁有改良後的防空與火力涉控系統的新一代巡洋艦和驅逐艦、更現代化的核
子和傳統動力潛艦、更有力的海軍航空兵、改良的潛艦和反潛作戰能力。第三、
組建多功能且先進的空中武力：包括長程攔截/攻擊機、改良的空中預警機、更
大範圍且密集空中支援和全面改良的武力投射能力。第四、要有效運用更複雜的
指管通情系統、早期預警系統和戰區管理系統的聯兵戰術行動綱領及空中衛星資
源。第五、相對大量的使用固態燃料，攜帶傳統彈頭，機動或固定式彈道（巡弋）
飛彈。85如此才能對抗潛在長期安全威脅或控制中國邊陲（尤其是海上區域的能
力），有效防衛中國主權和領土，以免被先進尖端武力攻擊，使軍事武力可以作
為遂行外交政策的工具。86
基此，中國積極推動軍隊建設由數量規模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
技密集型轉變；貫徹質量建設和科技強軍戰略，掀起科技練兵熱潮。中國積極發
展海空軍電戰系統，改善飛彈和戰機制導系統，並將提升精確制導、通信、早期
預警、空中加油等科技能力列為優先發展目標。組建快反部隊研發並透過自立生
82

同註 25，頁 139-140；Michael D.Swaine . Ashley J.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Rand,
2000,p.123.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128-129.
83
Ibid.,pp.92-100.
84
江澤民，
「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頁 969。
85
同註 25，頁 139。
86
同上，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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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及對外採購等方式進行武器裝備更新，調整部署，展開訓練。87
李鵬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提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二○一○
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時指出，中國必須重視科技強軍，加強國防科學技術研
究，把武器裝備的發展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礎上，優先發展高技術條件下防衛
作戰所需要的武器裝備，著重加強新型武器裝備的研製。88為積極推動軍隊建設
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貫徹科技強軍戰略，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六年
九月十五日下發關於九五期間深化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其有關深化國防科
技體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根據國家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新
時期軍事戰略方針，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並符合國防科技自身發
展規律的軍民結合、平戰結合型新科技體制。要以國家任務和投資為導向，加強
總體和系統集成能力，改變科研機構重複分散的狀況，集中力量支持一批基礎
好、素質高、技術創新能力強的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形成小攤子、高水平的國
防科研體系。結合國防科研能力和結構調整，合理分流人員，採取措施，穩定國
防科研高科技人才和骨幹隊伍。深化國防科研撥款制度改革，加強經費管理，提
高經費使用效益，進一步完善國防科研合同制；積極引入競爭機制，發揮市場調
節功能，採取多種形式和途徑，促進國防科研與生產相結合；加快國防科技成果
產業化，大力發展軍民兩用技術，加快軍轉民步伐，運用高新技術成果開發民用
產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要積極學習和吸收先進的民用技術，增強軍民兼
容程度及平戰轉換能力。89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澤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擺在全軍同
志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充分利用較長時間內大仗打不起來和國內經濟快
速發展的有利條件，大力推進共軍的質量建設。這些年來，共軍的武器裝備雖然
有了很大改變，但從總體上看，與世界發達國家軍隊的武器裝備水平還有很大差
距。由於國家財力緊張，能拿出來用於武器裝備發展的經費還有限。要堅持科研
先行，跟蹤世界高科技的發展；堅持縮短戰線、突出重點，集中財力、物力、人
力辦大事；堅持自力更生為主，有選擇地引進關鍵的裝備和技術。90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廿五日在共軍重要會議上江澤民再次強調，在當今世界，任何一支軍隊如
果關起門來搞建設，拒絕學習國外先進的東西，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共軍進行

87

Donald J. Puchala, op. cit., pp.170-173.
李鵬，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二 0 一 0 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日報出版社，北京:1997.12，頁 1765。
89
「國務院關於九五期間深化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015-2016。
90
江澤民，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136-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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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建設，必須面向世界，跟上世界軍事變革和發展的潮流，積極借鑑各國軍
隊特別是發達國家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有益經驗。91
中國領導人業已認知到獨立自主無法取得軍事現代化，故開始有選擇性的結
合先進外國軍事科技，透過生產許可或合作生產關鍵性零組件，作技術轉移，讓
國內軍工企業得以獲取先進生產技術，儘可能爭取在國內生產製造。92中國陸續
向俄羅斯購買蘇愷廿七型戰鬥機、伊留申七六運輸機、SA-10 地對空導彈、基洛
級 Kilo 攻擊潛艦、現代級驅逐艦，中國從俄國購買的大部份武器裝備在獲取技
術轉讓，但對於中國近海以外作戰能力之提升仍然有限。93一九九○至一九九四
年中國進口總值約 30 億美元（一九九○年幣值）的武器，中國堅持以物易物的
方式來償付許多軍備交易的大部分款項，因而降低軍購案對財政的衝擊。94
為提升中國自主研發能力，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採納王大
珩等四位老科學家關於跟蹤世界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組織全國 200 多位知
名科學家進行論證，自一九八六年三月開始啟動為期十年的「八六三武器研發計
畫」，主要以航太科技、飛彈系統、衛星發展為核心，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
日推出高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綱要，此一計畫展現中國發展和擴大海洋和外太空戰
略能力的長程目標，該計畫實施結果，使中國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
化、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領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其中許多項目達到世界領先
水平。同時還帶動一大批相關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八六三武器研發計畫」中的
許多項目是軍民兼容、或者與國防科技發展直接相關，為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發展
注入新的生長素和推動力。隨後中國又推出超級 863 計畫，並加強國防科技領域
內的國際合作，將自我研製與引進吸收創新結合起來，使國防現代化向前推一大
步。95中共中央所通過的九五計畫（一九九六至二○○○）要求共軍應優先發展
符合高技術條件下防禦作戰要求的新武器系統。96
截至二○○○年中國在自動控制、激光技術、夜視技術、測試技術、特種材
料、新型工藝等領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力促進陸軍裝備的現代化。在海空軍武
91

江澤民，
「關於廿年來軍隊建設的歷史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
選編》
，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705。
92
在武器採購上中國偏好科技轉移和許可生產，對購買成品則興趣不大，但在共軍內部亦有差
異，一般而言，總參傾向購買現成武器，縮短成軍期程，國防工業部門則尋求高科技轉移以強化
其在國際軍火市場之競爭力。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op. cit., pp.103-107.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39-34.
93
同註 7，頁 233。
94
同註 15，頁 91。
95
同註 1，頁 146。
96
Joseph Yu-shek Cheng, “China’s American Policy: A Turning Poi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
Volume 2, Number 2, Summer 1996, pp58-65。
317

器裝備方面，中國陸續研製生產導彈驅逐艦、高速炮艇、核潛艇、超音速殲擊機、
轟炸機、強擊機、運輸機、直昇機和多種艦載、機載導彈等。在自我研製、升級
換代的同時，還有選擇地引進一批國外的先進技術，進口少量對提高部隊戰鬥力
有重要意義的武器裝備。中國軍隊已成為一支諸軍兵種齊全、整體合成、初步現
代化的軍隊，但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現代化水平還存在較
大差距，在很多方面是代差。97
中國科技強軍戰略逐步落實，但如何將先進科技與軍事需求緊密結合，以形
成戰力，乃提高軍事威懾可信度的關鍵。

四、提高威懾的可信度
威懾乃以一定國防實力為基礎，通過顯示武力和準備使用武力的決心，以期
迫使對方不敢採取敵對行動或使行動升級的軍事行動。98國家為阻止軍事挑釁，
可採取單邊或多邊作為，剝奪進攻者從侵略中獲利的機會。故可以運用國際安全
合作機制和政治、經濟、外交等預防性措施，建構起有利於自身的國際和周邊安
全環境，盡量阻止戰爭因素的增長。亦可藉由高技術常規實戰能力的提升，採取
強有力的有限軍事行動，展示實力和決心，震懾對手，遏制戰爭升級，使對手明
確感受繼續對抗需付出的沉重代價，迫其作出讓步或尋求妥協。99張萬年曾指出，
在懾止外敵入侵方面，中國一方面要堅持全民自衛原則；另一方面要善於憑藉綜
合國力。100如在冷戰時期，美國在歐洲大陸的常規戰略態勢處於劣勢，作為一個
遠離歐洲的海上強國，美國很難與蘇聯的地面部隊相抗衡，但美國在核武器上佔
據的優勢，美國乃依賴核武首次打擊報復性戰略來懾止蘇聯常規力量對西歐的進
攻。在這段時期，中國面臨邊境防禦問題，但中國缺乏大量的核武器、遠程飛機、
常規導彈部隊越過戰場對敵縱深目標實施報復性打擊，中國乃充分運用遼闊疆域
優勢，採取誘敵深入的人民戰爭思想，結合中國有限的核武及彈道導彈可對敵城
市進行第二擊之最小威懾政策，彌補傳統軍力上的停滯與落後。101故中國將人民
戰爭及自衛的核力量視為懾止外敵大規模入侵的根基。102
然嚇阻應考量代價、溝通管道及威脅的可信度。一九九六年熊光楷曾警告美
國是否對洛杉磯的關心甚於對台灣安全的關注，希望藉以嚇阻美國介入台灣事
務。但此一嚇阻主要問題在於威脅的可信度。因中國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尚
97

同註 1，頁 150-157。
同註 1，頁 202-204。
99
同註 1，頁 90-91。
100
同上，頁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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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4，頁 103-104。
102
同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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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對美在太平洋及台灣造成無法承受傷害的能力，其軍力仍無法轉換區域平
衡。103
中國認為其運用威懾防止戰爭的主要目標有懾止敵入侵，懾止敵人核打擊，
懾止分裂祖國的陰謀。104故準備對台灣採取一系列應急軍事行動，建設一支全面
現代化的軍隊列為共軍現代化的兩個主要目標。105
一九九○年代中國面對可能爆發的台海危機，中國仍缺乏跨區作戰能力和長
期可靠的核子嚇阻能力，其在常規戰力上無法對美國及台灣造成威懾，但隨著常
規導彈技術發展，一旦台灣宣布獨立，中國可運用常規導彈對台灣軍事設施及重
要基礎建設進行精確打擊。從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其所進行的導
彈試射觀之，其精確度證明其乃具有潛力之有力攻擊武器。106中國對台的戰略，
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在台灣海峽沒有取得軍事上勝利的絕對把握，表明中國缺少空
中優勢以及美國極有可能干預台海衝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具有使用近程
導彈越過台灣海峽攻擊台灣島內的能力。中國認為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共軍在
東海、南海及台海先後進行一系列實兵實彈演習，此乃為了展示共軍在高技術條
件下防衛作戰能力，表明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祖國統一的決心和能
力。107
一九九○年代美國尋求發展導彈防禦系統，希望擁有威懾升級的主導權
（escalation dominance）
。中國則注重非對稱技術。108面對美國可能介入台海衝突，
中國不具備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故中國乃強調使用非對稱作戰，打擊干預兩岸
戰爭的美國部隊，中國希望能給美國部隊造成足夠多的傷亡，這樣美國人就會對
為保護台灣而捲入戰爭的價值產生疑問。109
中國提出不對稱戰爭概念，此直接涉及在東亞地區與美國對決的計畫，該計
畫假定任何軍事組織在特定地方都有其脆弱性，故謹慎分析美軍軍事思想、武器
系統、軍事教程，掌握美武器和演訓程序的弱點，如衛星和通訊環節。另中國亦
認為美國航空母艦易被精確制導武器或先進潛艇攻擊，中國引進 SS-N-22 日炙導
彈旨在攻擊美太平洋航母戰鬥群。此外，中國亦不排除對美衛星及基地採先制攻
擊策略。同時中國相關軍事人員亦認為，美海外作戰的損傷對公眾輿論及民選的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Donald J. Puchala, op. cit., pp. 173-189.
同註 100。
同註 4，頁 178-182。
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op. cit., p.123.
同註 100。
同註 4，頁 103-10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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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領袖而言極為敏感，這亦可成為中國加以運用的環節。110中國於一九九七年
批准化學武器公約，並宣稱其不生產或擁有化學武器，但中國實際上擁有先進的
化學戰計畫，具有化武研發生產能力。中國於一九八四年加入生物武器公約並未
明確宣告放棄生產與擁有生物武器，中國在此之前便擁有一個攻擊性的生物戰計
畫，其建制有一個反生物戰單位，附屬於北京軍區的軍醫研究中心，進行細菌、
病媒昆蟲及生化毒物研究。此外，中國具備戰略縱深的防禦優勢及忍受重大傷亡
的特性，這些都成為中國從事不對稱作戰的籌碼。
綜觀前述中國各級領導人對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內涵之詮釋，以及中國海、
空軍及核戰略轉變。可以發現，中國為落實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提高中國遏制
可能的局部戰爭衝突的可信度，尋求在西太平洋沿岸及島嶼之軍事勝利，故強調
依靠海空軍軍力，採取聯合軍事行動，突出發展精確制導的彈道及巡弋導彈。一
九九五及一九九六年中國在台海所進行的聯合軍事演習及導彈試射，在美國派遣
兩艘航母戰鬥群介入後，中國雖以天候不佳及已達成對台威懾效果為由提前結
束，但中國經內部檢討總結認為，未來應加強獲取足以提高對台用武能力，並強
化嚇阻美部署航母戰鬥群之可信度，為達成此一目標，中國乃以提高對台威懾的
可信度為名，開始積極進行以下軍事研發採購：111
第一、獲取大型登陸載具，俾將地面部隊輸送到台灣西部海面。
第二、採購中程殲擊機或攻擊直昇機。
第三、部署短、中程彈道導彈。
第四、研改傳統攻擊潛艇。
第五、改良指管通情系統和行動偵察系統。
第六、研購長程反艦武器如巡弋導彈和魚雷。
第七、組建快速反應部隊。
中國自一九九四年擴大組建快速反應部隊，在一九九四年中國組建六個快
速反應部隊及第十五空降師，主要兵力包括濟南軍區第五十四集團軍的第一六二

110

第一島鏈範圍從日本、經台灣到印尼、新加坡；第二島鏈包括所有日本控制的島嶼，向南延
伸至菲律賓西方數百哩。Donald J. Puchala, op. cit., pp.173-178.
111
中國認為實現積極防禦軍事戰略，要處理好遏制戰爭與打贏戰爭的關係：遏制戰爭就是在和
平時期利用威懾力量，從軍事上和政治上設法制止或推遲戰爭的爆發。新時期積極防禦軍事戰
略，不僅要解決如何準備打和如何打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如何有效地遏制戰爭，避免打和制止打
的問題；不僅要力避全面戰爭的爆發，而且要盡量防止局部戰爭的發生，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的順利進行，把日益現代化的常規力量、強大的後備力量與可靠又有效的有限核力量結合起
來，是貫徹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發揮威懾作用的基本途徑。遏制戰爭是以具備打贏戰爭的能力為
基礎，只有具備制勝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實施威懾，中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的立足點，從來都是
準備對付戰爭和打贏戰爭。以敢戰、能戰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中國威懾思想的基石。同註 1，
頁 17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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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蘭州軍區第廿一集團軍第六三師、成都軍區第十三集團軍第一四九師、第卅
八和第卅九、四十二、五十四集團軍陸續配備空降旅、現代坦克、地地導彈及
M-11 導彈，以強化其快速反應能力，其兵力規模約 258,000 人，佔總地面戰鬥部
隊兵力 2,300,000 的 11﹪。112
台灣為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和軍事思想的發展提供重點，一九九○年代共軍
軍事現代化各項作為完全圍繞台灣問題及美國可能介入台灣危機。113一九九○年
代中國在東海進行多次模擬進攻台灣沿海島嶼的的海空聯合軍事演習。此外，中
國從俄羅斯取得蘇愷廿七、現代級驅逐艦和基洛級潛艦均與台海用兵想定有關，
旨在防止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介入台海，中國亦積極發展陸基巡弋導彈，並強化
反艦及反潛系統，如 SS-N-22 日炙（Sunburn）超音速反艦巡弋導彈，主要在反制
美國神盾級驅逐艦，而基洛級潛艦配備有攻擊美國航空母艦的 53-65KE 魚雷，另
在強化資訊戰方面，包括反衛星戰、電磁、電子戰、欺敵掩蔽作為，此皆有助於
中國在東亞地區之軍力投射。114此外，一九九○年代中國的國防建設，其主要著
重在以下幾個重點投資項目，第一、建立多層次戰略防空能力。第二、強化地下
防禦設施。第三、強化部署首都週遭之地面部隊。第四、組建邊界防衛部隊。第
五、建立大規模武警部隊以維持國內穩定打擊顛覆活動。第六、強化位於內陸省
份的薄弱國防工業。第七、重視大規模能源計畫廠址週遭之陣地防衛能力。第八、
在北方部署兵力以防俄羅斯民族主義復甦。第九、在台灣當面部署兩棲攻擊部
隊，俾在台灣宣布獨立時運用。115
中國非常了解其軍事弱點，一方面向外國採購配合自行研發提升武器裝備現
代化程度，並運用間諜活動及秘密向國外採購出口管制的零組件，期在關鍵科技
獲得突破，並積極強化國防基礎設施，同時做好打贏戰爭和遏制戰爭的準備。故
查梅˙卡里查（Zahmay M. Khalilzad）分析到二○一五年中國將可在毗連中國大
陸海域實施制海行動；在毗連中國大陸疆界地區持續爭取空優；以各種長程打擊
武器威脅美國在東亞的作業地區；挑戰美國的資訊優勢，對美國造成戰略核武威
脅。116
然各項戰略構想的落實，仍有待財政資源的投入，中國如何編列國防預算，
乃觀察的重點。

112
113
114
115
116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105-109.
同註 4，頁 194-196。
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op. cit., pp.119-120.
同註 6，頁 367。
同註 15，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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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逐年提高國防預算
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上台之初，中國的軍費開支達到高峰，主要用以支付入
侵越南之軍費。然隨後鄧小平說服共軍將領，一旦實現經濟現代化後，將為軍事
現代化提供一個更好的技術改善和財政支援基礎，屆時再提高軍費比例。一九八
○年開始逐年減少軍費開支達十年之久，將國家有限資源投入民用工業經濟領
域，為國防現代化提供一個綜合國力基礎，中國推動改革開放以確保經濟快速增
長政策，確實為軍事現代化提供更豐富的資源。117一九八九年，中國國防經費增
加，主要回饋軍隊鎮壓天安門示威者，其次在於中國領導者警覺到中國國防力量
的現代化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共軍在裝備上匱乏與落後，中國亟需找
到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時代特色的國防現代化道路，解決加快國防現代化
步伐與國防費不足的矛盾，故需逐年增加軍費。118見表七∼一。
表七∼三：一九九○年代中國國防費一覽表
年

一九九○年代中國國防費一覽表
國防費編列
佔財政總支出

折合億美元
份 數額（億人民幣） 成長率％
總額（億人民幣）
比例％
1991
330.29
13.76
3793.87
8.71
61.18
1992
377.89
14.41
4426.46
8.54
66.30
1993
432.48
14.44
4982.47
8.68
74.57
1994
550.62
27.32
5819.76
9.46
63.30
1995
636.72
15.64
6812.19
9.35
75.81
1996
720.06
13.08
7912.75
9.10
85.72
1997
812.57
12.84
9233.75
8.80
98.01
1998
934.72
15.03
10771.00
8.66
112.01
1999
1076.70
15.19
13137.00
8.20
128.98
2000
1197.96
11.27
15879.00
7.54
149.68
資料來源：本表格係參考中華民國 91 年國防報告書頁 47、2004 年中國的國防白
皮書、http://mil.qianlong.com/4919/2004/12/27/228@2444774.htm.
中國軍費編列相當複雜，其涉及部門間、高層領導之正式與非正式政策決
定。在國防預算與科研經費編列上，國務院與中央軍委分享權威，而過去國防科
工委在科研經費分配上具有影響力，其主要考量，經濟與軍事需求的分配比率，
科研技術轉移及成本估算。中國國防預算增減幅的關鍵決策在於共軍高層，中國
國防預算編列流程係由中央軍委向國務院提交年度預算和五年計畫，並與財政部
及計委談判協商，確定計畫與預算規模，儘管有些關鍵決策由高層政治決定，但
細節部分則由工作小組決定。如總參政策研究室和國防大學戰略研究室曾建議在

117
118

同註 7，頁 231。
同註 1，頁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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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期間，每年預算成長 16-22﹪但最後協商結果每
年以低於 10﹪幅度成長。年度國防預算由總參草擬依據黨中央指導和共軍與財
政部達成之成長比例分配資源，但當需要特定軍費需求時，則由高階將領與國務
院和黨中央委員會機制協調，如一九九三年五月要求生產新型戰機，一九九三至
一九九六年海空軍裝備提升需求，要求中國中央權威認可總計需要約三百一十五
億人民幣，分配到年度預算中支應，共軍所提軍費需求與財政部間出現爭議，無
法協調，當時鄧小平被要求介入定奪，（一九九六年之後鄧小平不再參與實際決
策）中央領導人於是往往要求國務院全般考量後研究決定，結果共軍獲得提撥八
十五億人民幣的特別預算，專款專用以生產新型戰機並推動傳統潛艦之轉換與升
級。119
一九九○年代初期中國蓬勃快速的經濟成長使北京得以資助軍事開支的穩
定成長。120中國威脅論源自於近年來中國不斷增加軍備支出，以及大量向俄羅斯
採購精密的軍事裝備，中國現代化過程涉及軍事預算大幅增加，雖然其起始點
低，但對於軍事現代化所投入的努力，已有許多不同的預估。121中國領導人一向
宣稱，中國的國防政策是防禦性的，國防費在所有大國中是最低的。122美國中央
情報局認為到一九九四年軍費支出每年平均實質成長 7﹪，此後就沒有顯著變
化。123但外國國防專家認為，每年中國所公佈的國防預算約隱藏一半到四分之三
的額度，甚至可能更多，與其他國家主要差異在於中國的官方所公佈的數字並未
包括軍事研究開發和武器採購部份之費用，該兩項列在民用機構帳目，而軍工企
業生產民用物資及其他國防工業之貢獻實際數額並不清楚；據大多數專家估計，
即使包括預算外資金，中國的軍費開支無論按絕對值或人均值來算，仍然遠低於
美、俄、日；另一方面，鑑於中國的人力、食品、住防、服裝及國產裝備之成本
低，中國國防預算之購買力要高於其他國家，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國防預算之
價值相對於其他國家將大為提高，但仍比日本或美國少。從一九八○年代初到一
九九○年代中期，如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其所公佈的國防預算確實還在下降，如
按其在國民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率來看，下降幅度更大，以一九九四年中國官方
公佈的國防預算為 60 億美元，比起當年美國國防預算為 2820 億美元，日本的 420
億美元，台灣的 110 億美元而言，其數目不大。124 從一九九○年代中國所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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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op. cit., pp. 39-34.
同註 15，頁 75-77。
121
哈理斯（Stuart Harris）
，
「追求強權地位的漫漫長路」
，田弘茂、朱雲漢編，同註 24，頁 186-188。
122
江澤民，
「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的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十五大以
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4-65。
123
同註 121，頁 186-188。
124
同註 7，頁 231-23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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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費估算，中國並無意搞亂亞洲，但國防開支的水準並不表明能力，防衛能力
之評估仍需衡量一國之戰略意圖及各該國家所擁有的武器裝備品質所而定。
對中國軍費增加的評估主要問題在於「透明化」程度，因為正式國防預算指
涵蓋幕薪資、設施和作業成本等。預算外支出及來自共軍自行進行商業活動所取
得的資金，是造成西方分析家預估差異的主因。但北京很難克服稅收的限制，中
國中央政府的稅收相對於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正逐漸下降中，在一九九九年約佔
國內生產毛額的 11﹪；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比例約在 20﹪左右。中國將面臨極大
的財務成本。就長期而言，中國欲趕上美國甚至超越日本，其軍事組織需做重大
變更，政府支持各類現代化建設優先順序需做轉移，而這些改變對區域其他國家
而言，無疑提出戰略性警告。此外，中國除在海疆上有許多爭議外，其與個別鄰
國有陸界爭議。同時中國乃糧食和能源的主要輸入國，促使中國參與國際體系必
須採取合作立場，此一依賴突顯其脆弱性。125但長期而言，隨著中國持續經濟成
長，若持續一九九 0 年代的增長幅度，中國可能建立一之其建軍史上最先進、最
具戰力的現代化軍隊。126

小結
中國在一九九○年代擁有二百年來未曾享有的安定局面，中國並未面臨來自
任何鄰國的入侵之虞，沒有主要大國或周邊鄰國對中國發出戰爭挑釁。但張萬年
等中國軍事領導人指出，冷戰後強國全面入侵中國的危險大為降低，在相當長的
時期內不會有這種危險，但不能排除發生針對中國的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中國軍
事學者對日本、印度及俄羅斯等國之國力前景、對中國態度、戰略文化、經濟前
景、聯盟對象、軍事實力、核武發展等因素進行綜合評估，研判日本和印度均有
軍國主義特質，兩國在未來的軍事及核武研發能力將日益提升，可能與美日結盟
對抗中國，故認為美日聯盟和印度乃中國的為潛在威脅。共軍各類研究報告認為
中國可能因領土爭議或領海、領海問題而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發生局部戰爭，同時
應防範主要大國入侵國境的有限攻擊，南海問題在一九九○年代乃中國與東南亞
各國衝突的導火線。
中國認為控制台灣對防範外敵侵略中國至關重要，若台灣為任何一個大國提
供軍事、情報或宣傳設施，則對中國大陸將形成嚴重威脅。故根據中國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所公佈的「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如果出現台灣被以任何
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轉變，如果出現外國侵占台灣，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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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121，頁 186-188。
同註 15，頁 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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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中國政府將採取包括使用武力的一切可
能之斷然措施，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一九八○年代初期以來，共軍武器裝備所存在的缺點逐一浮現，成為中國
軍事安全上另一項威脅。冷戰後中國的國防任務面臨國防力量現代化水平與打贏
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共軍在武器裝備、情報偵察、通信
聯絡、指揮控制、聯合作戰、後勤保障等一些基本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軍隊之
間存在較大的差距，能否打贏和如何打贏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是中國
國防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國防領導體制的突出特點就是國防領導權集中在中共中央，國防建設和
國防鬥爭的大政方針由中共中央制定，武裝力量的最高領導權屬於中共中央。未
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授權，任何人不得擅自調動和指揮軍隊。中央軍事委員會領
導全國武裝力量，中央軍委會實行主席負責制，一九九二年起江澤民擔任總書
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後，擁有制度為基礎的權威，其職位可增加國際曝光率，
賦予實質的權力，江澤民對軍方的控制來自中央軍委會主席一職，江澤民積極拉
攏軍方高階領導人，採取許多支持專業軍事利益的行動，共軍在一九九○年代初
期透過張震和劉華清在政治局常委中爭取共軍利益，參與決策制定。一九九○年
代中期以後共軍透過遲浩田與張萬年兩位資深領導在政治局爭取共軍利益。共軍
高階領導在純軍隊事務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專業的決定由軍隊在中央軍委會或其
他組織中的領導訂定，江澤民則聽從他們的決定並加以核准，此一安排滿足雙方
需求，運作平順，共軍對江澤民在各項決策制定過程給予共軍充分的機會爭取其
制度性利益感到滿意。但共軍高階將領在任何政策領域，即使如台灣議題等敏感
性問題，亦無法主控政策。
一九九○年代中國在維護軍事安全方面提出明確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
係、制定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落實科技強軍戰略、提高威懾的可信
度、逐年提高軍費預算等政策。
在明確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係方面：中國體認到一九九○年代無重大軍事
安全威脅，故認為唯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高中國綜合國力，才是頂住霸
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關鍵所在。於是要求國防建設
要緊密配合這個大局，而不能妨礙和影響這個大局，軍隊現代化建設要以國家經
濟建設為依托，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大局，除非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無論
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動搖國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基
礎上，相應改善武器裝備，加速國防現代化，不斷增強軍隊在高技術條件下的防
衛和應急作戰能力。中國領導人將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視為一個重要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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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主要在於希望藉此律定資源分配及政策優先性的原則，避免共軍將某些議
題安全化，打亂中國現代化進程。
制定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在深刻認
識國際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和軍事領域中的深刻變革的基礎上，中共中央軍委重
新制定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確定要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
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從而實現軍事戰略新的轉變，其主
要轉變在於由過去準備全面戰爭轉向準備局部戰爭。新時期積極防禦軍事戰略，
不僅要解決如何準備打和如何打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如何有效地遏制戰爭，避免
打和制止打的問題；不僅要力避全面戰爭的爆發，而且要盡量防止局部戰爭的發
生，以具備打贏戰爭的能力為基礎，在和平時期利用威懾力量，從軍事上和政治
上設法制止或推遲戰爭的爆發，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中國領導
人要求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最根本的是要從政治上考慮和處理軍事問題。
落實科技強軍戰略：中國為達成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
爭準備，積極推動軍隊建設由數量規模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
型轉變；貫徹質量建設和科技強軍戰略，掀起科技練兵熱潮。積極發展海空軍電
戰系統，改善飛彈和戰機制導系統，並將提升精確制導、通信、早期預警、空中
加油等科技能力列為優先發展目標。組建快反部隊，研發並透過自力生產及對外
採購等方式進行武器裝備更新，調整部署，展開訓練。
「八六三武器研發計畫」
及「超級八六三武器研發計畫」使中國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
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領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其中許多項目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提高威懾的可信度：一九九○年代中國面對其認知中可能爆發的台海危機，
中國在常規戰力上無法對美國及台灣造成威懾，但其常規導彈技術發展，可對台
灣軍事基地及重要基礎建設進行精確打擊。面對美國可能介入台海衝突，中國不
具備有效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故中國強調使用非對稱作戰，打擊干預兩岸戰爭
的美國部隊，希望藉由展現對美軍造成足夠傷亡的能力，嚇阻美軍介入台海衝突。
逐年提高軍費：一九八○年代中國減少軍費開支，將國家有限資源投入民用
工業經濟領域，確保經濟快速增長。一九九○年代中國經濟蓬勃快速增長，逐年
增加軍費預算，解決軍事力量現代化水平與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要求不相
適應的矛盾，整體軍事力量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等問題。從一九九○年代中
國所公佈的軍費估算，中國並無意搞亂亞洲，但國防開支的水準並不表明能力，
防衛能力之評估仍需衡量一國之戰略意圖及各該國家所擁有的武器裝備品質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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