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冷戰時期中共核武戰略與發展之研究

第二章 冷戰時期中共核武與軍事戰略發展
第一節

中共核武建設緣起與其背景

中共發展緣起，可回溯於戰後核子造成國際情勢安全與威脅兩難困境的擴
大，以及中共開始感受到國家生存環境嚴峻挑戰。這些，改變毛澤東認為原子
彈是不能解決戰爭，及在 1946 提出：「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來嚇人的一紙老
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不可怕。…但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民，而不是一兩
件新式武器看法。」1 也由於 1954 年中共發現豐富鈾礦而激發毛提出：
「我們
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我們國家也要發展原子能」及「這是決定命運的」新看法。
至此，中共也步其它核武強國後塵。2雖中共大陸學者常以毛澤東「戰略藐視、
戰術上重視戰略指導思想」來為此決定轉折辯護。3但從歷史發展看，毛在 1957
及 1958 年美、蘇成功發射人造衛星後，於 1958 年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提出：
「我
們也要搞人造衛星」及「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十年的功夫是
完全可能」的指示，4進而推動中共核武力量全面發展，也是因受前述外部壓力
與刺激而形成其個人決策調整的不爭事實。從這點來觀察，正反映中共決策高
層當時對追求國家生存，以及在以人民戰爭指導下以小加米步槍要去打贏美國
原子彈對中國可能侵略的一種矛盾與憂心。5
建立核武決心與能力方面，西方學者Gurtov and Hwang在所著「中國安全」
一書，提出中共核武器計劃是「突出於中共現代化計畫之中，由於對他們的專

1

此看法是毛澤東在 1946 年 8 月 6 日接見美國作家安娜時所提出的。之後於 1964 年 10 月中
國大陸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後，毛澤東在次年接見美國來訪記者時，對此再次解釋「所謂紙
老虎那只是一種講話方式，一種形象說法。當然，原子彈能殺人。但最後人將消滅原子彈。到
那時，它就是真的變成紙老虎。」詳參閱彭繼超、伍獻軍，《中國兩彈一星實錄》（北京：解
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 年 5 月），頁 5-6。
2
1952 年下半年中共即制訂 1953 年至 1957 年發展核科學研究的第一個 5 年(一五)計劃，目標
是在核科學技術上打下基礎，為進一步開展核物理實驗和建造原子爐創造條件，為發展核科學
技術準備力量。詳見鍾堅，〈中共早期核武建軍〉，《尖端科技》，199 期（2001 年 3 月），
頁 43。
3
彭繼超、伍獻軍，《中國兩彈一星實錄》，頁 20。
4
同前揭書，頁 25。
5
英國國際戰略研究所約翰．紐豪斯曾撰寫《核子時代的戰爭與和平》一書，揭露美蘇在二十
世紀內，曾有四次欲對中共、北韓、越南等亞洲國家動用核武細節。分為韓戰期間(1950-1953
年)美曾表示要動用原子武器；越戰初期(1954 年)法曾表達希望美在亞洲動用原子彈，以維護其
越南殖民利益；台海金門危機（1958 年）美國防部長杜勒斯等向美總統艾森豪施壓以原子彈維
護台海安全；中蘇珍寶島邊境衝突（1969 年）蘇曾想對中共核設施進行空襲，或與美共同摧毀
中共核武設施遭尼克遜「聯中制蘇」考量予以回絕。孟德聲，<國際強權的驕縱與瘋狂：中華
民族所遭受的核武威脅>，《海峽評論》，第 136 期（2002/04/0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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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術和管理的信任使他們有能力從過度的政治干預中發展。中共的科技天分
也被集中運用於包括早期核武和飛彈上，並獲得領導者的財政與政治上支持(在
文化大革命時核武發展是受保護)。」6為進一步探究其脈絡，僅從其發展需要、
過程及核力量組建等摘要研析於後。

壹、軍事威脅下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一、美國威脅方面
「我們‧‧‧‧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不受人家欺負，
就不能沒有這個東西。」7-----毛澤東
在整個 50 和 60 年代中共感受到來自外部巨大的軍事壓力和嚴重的核訛詐
與核威脅。軍事壓力威脅上，1950 年 5 月美國加入韓戰並越過 38 度線與中共
作戰，1950 年 6 月，美國支持法國挑起印度戰爭及 1954 年 12 日美國與台灣的
《美中共同防禦條約》簽署，使中共面臨到從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和東南亞三
個方向對其構成直接圍堵與軍事威脅。對中共威脅而言，第一次為 1950 年秋冬
中共加入朝鮮作戰期間美國即曾考慮對中共使用戰術性核武器。當時，美國總
統杜魯門也明白表示：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我把這顆炸彈看做一種軍事武器，
我從不否定運用它的可能。」8且杜魯門在針對朝鮮情勢召集會議時也曾提及：
「我們將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應付當前的軍事局勢。」事後當記者問及是否意
味著包括使用原子彈時，杜魯門明白回答說：「我們一直在積極考慮使用它。」
在一周後，杜魯門秘密批準了參聯會的一項建議，即將原子彈的構件儲備於尋
弋在地中海美國海軍羅斯福巡洋艦上的實際作為。91994 年 12 月一份美國解密
資料顯示美國國防部於 1954 年 4 月 17 日當時的確曾完成一項《朝鮮半島可能
行動方向之分析》備忘錄，聲稱中共若違反韓戰停火協定，華盛頓有一套詳細
的因應計畫，
「包括使用核子武器，對敵軍施加最大的傷害。」10因而，西方學
者一般咸信中共發展核武器以回應美國 1950 年在朝鮮半島作戰的直接核武威
脅可能性是存在的。11
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Prospects for Chinese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Limited Deterrence
Versus Multilateral Arms Control,” China Quarterly ( June 1996): pp. 552-558.
7
摘自<新中國史上光輝的一頁>《中國國防報》，1995 年 5 月 31 日，版 1。
8
王仲春、聞中華，《不散的核陰影》（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 年 10 月），頁 23。
9
Michio Kaku and Daniel Axelrod, To Win a Nuclear War: The Pentagon's Secret War Plans
(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6),29-49.
10
《中國時報》，1994 年 12 月 14 日。
11
195 年美總統艾森豪更公開暗示，如朝鮮戰爭停戰談話繼續拖延他會批准使用核武器對付中
國。1954 年，美戰略空軍指揮官Curtis LeMay將軍表示他支持如中國重回朝鮮作戰則以核武器
對付中國。詳閱Robert S. Norris, Andrew S. Burrows and Richard W. Fieldhouse, British, French,
and Chinese Nuclear Weapons（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pp. 350-352,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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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55 年 3 月 6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與剛從台灣出訪回國的國務卿杜
勒斯密商，如果台灣海峽危機繼續發展，就對中共實施核打擊。3 月 18 日，艾
森豪向美國民眾發表電視講話，稱「核武器不僅是戰略武器，也可以用於戰術
目的，為和平服務。」弦外之音是對中共發出核攻擊的威脅。1958 年 8 月，在
中共對金門實施砲擊後，艾森豪曾密令在這一地區的美軍做好在必要時使用原
子彈的準備。12對此，晚近資料所顯示是 1958 年 8、9 月金門砲戰期間，當時
美國總統艾森豪對在任何危機中都要威脅進行大規模報復的意見事實上是持相
當冷靜的態度，但美國參聯會仍曾要求對中共進行核打擊，並稱：如果在危機
時因為世界上的反對意見而不便用核武器，那麼，我們就必須修改我們在遭到
敵對行動必要情況下使用核武器的防務結構。13
二、蘇聯威脅方面
「你們都知道，廣島和長崎事件已經震撼世界。實力對比已經被破壞了﹗
盡快造出原子彈，這就會為我們除去一個巨大威脅。」14-----約瑟夫‧史達林
從 50 年代後期開始，中共與蘇聯關係開始惡化，這也使中共「一邊倒」政
策失去了根基，進而使中共原本已不利的國際安全環境更加嚴峻和復雜。特別
是進入 60 年代以後，蘇聯開始在中蘇和中蒙邊境增加軍事力量，中共的北邊承
受著越來越大的軍事壓力。同時，隨著 1960 年代蘇聯逐漸增強其事事力量，以
做為對中共的政治施壓。其直接對中共威脅兵力，從 1960 年遠東 12 個師，到
1965 年增至 17 個師，至 1969 年更高達到 21 個師。迄 1972 年時，蘇俄已將它
兵力的四分之一（約 44 至 45 個師，包括 3 個在外蒙古）派駐遠東地區，配有
戰車 3 千輛以上，戰鬥飛機 1 千 4 百架。在 1960 年代後期，蘇俄的次中程--中程彈道飛彈部隊---大多裝裝配 1 百萬噸彈頭的 SS-4 飛彈約有四分之一進入遠
東地區內的陣地，並以中共為目標。對於蘇聯的軍事部署壓力，中共特別重視
蘇俄長程彈部隊，
（五千至六千五百公里）能在較安全的距離外攻擊大部份中國
大陸地區而甚感憂心。
因此，前述不利中共發展的外部威脅因素，促使其於蘇聯撕毀援助後走向
獨立自主研制核武及加快發展步伐的決擇。151963 年當中共將邁入核門檻階
段，美、英、蘇個三擁有核武國共同在莫斯科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6，中
12

王仲春等編譯，《不散的核陰影》，頁 151-155。
同前揭書，頁 156-157。
14
同前揭書，頁 34。
15
同前揭書，頁 65。
16
片面禁止試爆條約（Partial Test Ban Treaty, PTBT）主要形成是因 1962 年古巴飛彈危機使美、
蘇瀕臨核戰邊緣。當時國際壓力使美、英、蘇三國對於禁止核子試爆猶疑不定，而促成此一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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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認為此乃核大國企圖壟斷核武地位而將加重對中共威脅的一不當行為外，條
約本質不完備（未限制地下試爆）事實上或多或少也顯示出當時擁有核武強國
私利作祟之可能，而這可從法國也抵制面向觀察出來，不過中共的堅持以的確
引發了國際的恐慌。17
貳、獨立自主發展的過程
由於美、蘇威脅激勵了中共在 1954-55 的冬天開始發展核武器。從蘇聯協
助下 1955 年所建立核工業部門及北京物理與原子能學院對核研究，並且藉由蘊
藏豐富鈾氣體的蘭州廠修建為供生產核武器使用之鈾工廠等基礎建設開始發
展。18其獨立發展則肇於 1959 年 6 月蘇聯片面撕毀協定，使中共決心展開「596
工程」緣故。發展的決定歷程是從建政之初 1950 年代，毛澤東受當時中國大陸
物理學家楊承宗及居理夫人女兒影響，19到 50 年代中期中共在廣西發現蘊藏鈾
礦大大增進發展信心，而使毛澤東於聽取有關發現簡報後當下指示要發展原子
能。20之後，中共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中，毛再次表示中共面臨嚴峻國
際帝國挑戰，雖目前仍處在國防工業剛剛起步之初，甚至連汽車和飛機都不能
制造維艱情勢下，中共仍要發展原能事業和研制原子彈的重大歷史決定。21隨
後，1955 年在自美返回大陸的錢學森推瀾下，22藉由錢氏提出之《建立我國國
防航空工業意見書》，中共作出發展導彈的重大決定。23
判。迄 1997 年該條約約有 131 國簽署，但法國與中共均未在此條約中簽署。而該條約也未禁
止地下試爆或透過地下核試改善核武器之要求。楊永明，《國際安全與國際法》（台北：元照，
2003 年 2 月），頁 373。
17
1964 年 10 月中共進行第一次核子試爆後，導致國際社會開始討論並催促一項國際條約以防
止核武器繼續擴散。於是在 1965 年聯合國通過之 2028 號決議案通過相關重要原則，並透過國
家間協商而於 1968 年通過反核武擴散條約。楊永明，《國際安全與國際法》，頁 373。
18
Bates Gill and Taeho Kim, China's Arms Acquisitions From Abroad: A Quest For 'Superb and
Secret Weap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8-30.
19
科學家居理夫人女兒約里奧‧居里在楊氏決定返回中國大陸時對其建言：「你回國後，請轉
告毛澤東主席，你們要反對原子彈，你們就必須要有原子彈。」她還將親自制作的 10 克含微
量鐳鹽的標準源送給了楊承宗。楊承宗回國後，向毛澤東主席轉達了國際友人的祝願。摘自〈新
中國歷史上光輝的一頁〉，中國國防報，1999 年 5 月 31 日，版 1。
20
同前揭書
21
張建志，《倚天仗劍看世界》（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98），頁 219-220。
22
1949 年中共政權成立後，錢氏由於與在美與共黨往來而遭美監禁，之後錢氏乃向中共表達返
國效力意願，後經中共藉韓戰與美方高級軍官戰俘交換的條件，得於 1955 年 8 月回到中國大
陸。自 1956 年提出發展導彈計畫並協助火箭導彈研究成立，迄 1970 年協助中共完成第一顆人
造衛星成功發射，錢氏成功領導其團隊完成了 60 年中共第一枚近程導彈、64 年第一顆中近程
東風二型導彈等發射及 66 年首次將原子彈裝在東風二型火箭上製成戰略核導彈發射等重要導
彈研發事宜。由於錢氏領導中共導彈從無到有；從液體到固體導彈；從戰略到戰術導彈；從彈
道導彈到尋航導彈；從單一慣性制導到多程式多功能制導之每一階段和過程，故亦被稱中共導
彈之父。政大國關中心，《中共人民錄》（台北：國關中心，民 88 年 7 月）。
23
張建志，《倚天仗劍看世界》，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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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核武發展的起飛，是在 1956 年春，中共制訂《1956~1967 年科學技
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 (草案)》，原子能、火箭和噴氣技術等尖端技術被列為國
家優先發展的重點項目後開始。起初，為了縮短研制核武器起步階段的探索過
程，1956 年 10 月 15 日藉著中、蘇兩國政府所簽訂《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
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立綜合性的原子工業的協定》
，中共在蘇聯的援助下開始
全面邁向導彈和原子彈的早期研制階段。1958 年 6 月 21 日，毛在中央軍委擴
大會議上再次提出：
「原子彈就是那麼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說你
不算數。那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24論述。1959 年 6 月中共初期起步後，遭
遇蘇聯政府片面撕毀雙邊協定，使中共發展遭到嚴重打擊與損失。但當時雖處
於國內嚴重經濟困境，及內部反對聲浪，然最終中共最高決策階層仍堅持依靠
自己力量去獨立研制導彈與核武器。於是決定以蘇聯片面撕毀雙邊協定的日期
作為代號的「596 工程」計畫啟動中共邁入獨自自主研製核武與導彈階段。25
研究進程上，自 1959 年中共二機部向中央提出「3 年突破、5 年掌握、8
年適當儲備」發展目標後，26隨即從全國抽調一批著名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
充實加強核武的研究和核工業建設。1961 年 7 月，中共中央國防工業會議作出
《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若干問題的決定》
。為加強對核能工業領導，如期實
現原子彈爆炸的戰略目標，1962 年 11 月，中共中央成立了以周恩來為首的 15
人專門委員會，統一負責領導原子彈研制工作，27並於 1964 年完成第一次原子
彈試爆目標。隨後 1965 年在文化大革命動亂時期，由於在毛澤東批准對國防工
業部門的科研院、所等實施軍管，以及將中共科學院的有關國防機構列入軍隊
編制保護下，才使得後續氫彈、導彈及衛星發展能於既有成果下如期進行。28
研發成果上，1967 年中共進行第一次氫彈試爆、1970 年 1 月及 4 月繼 1966
年第一次彈道與原子彈結合試射後完成中遠程導彈試射及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邁入 70 年時即毛澤東去世前 6 年中共終於在所訂目標時間的後三年達成「二彈
一星」的戰略目標（導彈重要發展歷程見附錄二之一）
。而由於中共採跳躍式發
展方式以致自 1964 年第一次原子彈試爆後 32 個月即成功進行氫彈試爆（熱核
24

譚中，<美國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嘛?>，頁 46-49。
歐淑惠，中共戰略的分析：主要因素與演變趨勢(淡江大學戰略所碩士論文,1993),頁 101-103。
26
二機部為 1956 年 7 月 28 日，周恩來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所建議成立之原子能事業部。同
年 11 月 16 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設立掩人耳目的中共第三機械
工業部（1958 年 2 月 11 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將第三機械工業部改為
第二機械工業部），具體組織領導中共核武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詳見鍾堅，〈中共早期核
武建軍〉，頁 45。
27
王仲春、聞中華，《不散的核陰影》，頁 67-68。
28
彭繼超、伍獻軍，《中國兩彈一星實錄》，頁 20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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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在間隔期程發費時間上是遠較美國 86 個月，蘇聯 75 個月，英國 66 個
月、以及法國是 105 個月要突出許多，（歷次核試爆見附錄二之二）。29其後，
中共即企圖積極迎頭追上核武強國。從 1966 年中共發射一枚可裝載核彈頭火箭
及發射仿製蘇聯SS-3 的中程飛彈，至 1970 年代陸續研發出兩種長程飛彈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IRBM），以及 1985 年潛射核導彈試射，
終使中共成為國際間俱三位一體核子強權。30對此，1976 年毛澤東去世後接任
的鄧小平即指出：
「如果 60 年代以來，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
中國就不能叫有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方面反映一個
民族的能力、也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31。但在，對外政策宣示上，
中共則向國際宣示其了不首先使用的承諾、防禦自衛的目的，以及全面禁用的
理想等三個基本原則立場（中共對外聲明見附錄二之三）
。321971 年中共正式進
入聯合國，旋即開始了另一藉由核武裁軍議題主軸，來強化其在第三世界領導
與國際上聲望。33

參、國內環境與戰略上需要
冷戰時期從與走出蘇聯一邊倒戰略關係後，中共戰略性報復武器發展之
初，即希望以「在突然遭逢帝國主義核武攻擊時，至少擁有最低限度的武器加
以反擊。」為目標，而冷戰時期主要對象是嚇阻蘇聯為主要目標，並於 1963
年開始推動的第三個五年計畫的「三五」計畫中強調「三線建設」發展，以期
強化核武及重要軍工業能於敵威脅下存活以為後續反擊使用34，而這正是萌芽

29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p. 14, 18, 32.
30
吳建德，<後冷戰時期中共的核武與戰略>，《共黨問題研究》，第 22 卷第 4 期（民國 86
年），27-36。
31
彭繼超、伍獻軍，《中國兩彈一星實錄》，頁 217。
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 19 冊》（北京：新華書局，1998 年 3
月），頁 279。
33
1973 年到 1987 年中共分別簽署與支持有關拉丁美洲及加勒比禁止核武器條約及南太平洋無
核區條約。並在 1978 年聯合國第一屆裁軍特別大會上提出：兩超級大國不論是核軍備還是常
規軍備多大大超出其它任何國家，必須率先採取裁軍行動。另在，1982 年第二屆會議上更提
出要求美蘇正式停止試驗、改進和生產核武器，並率先大幅度削減各類核武器及載具之主張。
詳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政府白皮書》（北京：外文出版社，2000 年），頁 481-483。
34
三線建設乃是 1964 年 4 月 25 日，中共軍委總參作戰部向毛澤東提出一份，對經濟建設如何
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所做的分析，並認為當時情況嚴重失衡，因此獲得毛澤東與黨中央之重
視。為此，毛澤東提出調整一線，建設三線，改善工業佈局，加強國防，行備戰的一項重大戰
略部署指示。而三線建設重點概為要求一線（沿海地區）、二線（中部地區）發展軍事工業，
三線（西南、西北地區大三線與中部及沿海省區腹地之小三線）。薄一波，《若干重大決策事
件回顧下卷》（北京：新華出版社，1993 年 6 月），頁 119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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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冷戰時期以人民戰爭去抵抗或嚇阻傳統式攻擊與用小型核子武力去嚇阻核子
攻擊結合的思維的開展源頭。而隨其在一九六七陸續完成核武導彈試射及氫彈
試爆成功後，中共也開始逐步建立其核武部隊及相關戰略準則與發展計畫的推
動。最近，2002 年 1 月美國中情局在對中國飛彈實力轉變的評估中也指出中共
的遠程戰略飛彈力量現代化是早從 80 年代中期開始。35
或許西方學者對冷戰期間毛澤東「人力勝過武器」的論述是無法理解，可
是整個核武發展與戰略指導形成過程來看，它是希望藉獲取最佳的現代武器來
提升國家安全進而鞏固政權。同時這種觀念廣為毛親信及核武研發人員所公開
宣揚，甚至到今日仍是盛行於中共軍事戰略中。對於 50 至 70 年代處於情勢不
利的中共政局而言，這種說法的確鼓也舞了大陸民心士氣，並帶給他們希望。
同時也因為立基於這樣思維動力下，以致當 1950 年代中期美國原子彈的巨大陰
影迫近時，毛能藉由「只有擁有核武，我們才能免於威脅。」以及「我們雖然
害怕核武但不畏懼，我們無懼是因為核武無法完全地決定戰爭成敗；因為核武
真的具有強大摧毀力，所以我們要以科學精神來面對它。」36說服屬下能對核
武採取適當之態度。而這種應變方式與他一貫的「槍桿子裡出政權」的戰略信
念是相符的，因為在冷戰時期的核子世紀，原子彈就是中共的「槍桿子」。
對於中共是否想朝核子武器方向邁進的決策爭辯，西方觀察家認為不論何
種體制國家，核子政策必會經過必要的準理性決策程序過程去確定，而這過程
裡它的成本與效益考慮將是構成決策過程核心。37 因此以中共作為而言，當時
它國防工業的精密性及權力(不提預算)是遠超過其他現代化經濟活動。戰略性
武器計畫決策除毛澤東即興名言及他的偉大號召外，似乎不需要其他的戰略原
理支持。同時，加速戰備以防止「突發戰爭，全面戰爭或孩子戰爭」訴求，也
使可能有的批評都三緘其口，且即使有許多困難、失敗及紅衛兵干擾等不利因
素，但高科技的冒險精神仍帶來驚人的成就，其原因與第三世界獨特戰略思維
不無關係。38顯然或許是毛澤東當時一種要使中共成為世界級強國，領導並代
表第三世界，或者傳播新的意識型態之使命所使然。而核武便成為他所企盼作
35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Global Nuclear Balance: A quantitative Arms Control Analysis (Wa
-shington,DC:CSIS,2002),p48. http://www.csis.org/burke/mb/GlobalNucBal020202.pdf.
36
伯特藍（Christoph Bertram）主編、謝永湉譯，《戰略嚇阻的未來》，頁 179-185。
37
同前揭書，頁 179-185。
38
伯特藍對第三世界多傾向於走核路線，認為可從以下考量：1.擁有核武可改善這些國家的安
全之想法是存在；2.核武可以符合其中一些國家對外目標，即使他們本身的安全並無危險，這
情況是有的；3.核武可能滿足其國家國內需要，甚至這些武器有時後在對外功能上毫無用處，
這種狀況是有的；4.即使核武器並不能發生任何明顯作用，有些第三世界國家仍可能照走核子
路線。詳閱伯特藍主編、謝永湉譯，《戰略嚇阻的未來》，頁 17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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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際強國與威勢的象徵與基礎，即使並無明顯危險或明確侵略目標存在時亦
然。另一方面透過發展過程中的核子獲得（包括宣揚進展情形）也許能對國內
建政之初的政權，藉由核武的「英雄式計畫」作為來協助增強其內部團結與國
家自尊心、成就感，進而轉移內部對國際壓力的緊張，以及增進國民對這計畫
的政府之支持。當然也可能含有其個人統治獨裁與心理上需要的考量。39對第
三世界國家的官僚政治而言，科技力量可藉由專制集中因而變為相當龐大，且
一旦核子研究機構成立後，這股力量便會導致積極性核子政策的出現40。
綜合而言國內學者林中斌認為，中共獲得核武動機和目標，至少含有七個
方面，其中五個具有國際意義，兩個則針對國內狀況，即民族自尊心、國家主
權、安全、全球影響、地區優勢，國內政治凝聚和國內經濟發展。41而外國學
者辛格（Gerald Segal）及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認為，中共發展核武
之戰略如同其它大國在外交上所重視的領土完整、國防安全、經濟的繁榮及對
全球影響力範疇內。42因此將包含有為確保國防安全及國家主權領土完整所需
嚇阻能力之建立；及促進經濟繁榮及籌措隊軍費、提振士氣；追求區域強權強
權影響之能力。這從中共建政後 1958 年 5 月，中蘇簽訂由蘇聯提供核爆相關技
術及中共首座實驗用原子爐在北京開始運轉，到 1964 年獨立自主獲致核武能力
及 1966 年 9 月 15 日中共東風二型於中國北、東部實戰開始部署，這些時間前
關連性來看，的確或多或少由內部或外部壓力及本身實力增張而影響到中共對
外行為，（冷戰結束前中共國內外重要大事紀要見附表二之一）。43

39

伯特藍主編，《戰略嚇阻的未來》，頁 179-185。
同前註。
41
Chong-pin Lin, China’s Nuclear Weapon Strategy : tradition within Evolution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1988),pp.105-110.
42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 China’s in the Nineties: Crisis Management and Beyon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1991),pp.164-181.
43
馬爾賽勒‧杜瓦勒、蕭乃丞譯，〈從核武發展看中共對外政策〉，《國防譯粹》，22 卷 3
期（1995 年 3 月），頁 46-5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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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一：冷戰結束前中共內部與對外重大事件紀要表
冷戰結束前中共內部與對外重大事件紀要表（制表時間：2004 年 9 月）
年代
重要事件摘要
1949 毛澤東宣布建國。
1950 與蘇聯簽訂互助條約；參加韓戰；佔領西藏。
1953 結束韓戰後，扶植越、棉共黨。
1955 朝鮮和越南的爭端告一段落後，又在台灣海峽掀起戰禍。
實施「大躍進」再度攻擊中華民國駐守台灣海峽諸島嶼；1958 年 5 月，中蘇簽訂由蘇
1958
聯提供核爆相關技術及中共首座實驗用原子爐在北京開始運轉。
1959 與蘇聯交惡並發生第一次武裝疆界衝突。
1962 與印度武裝衝突
1963 與巴基斯坦簽訂兩國友好條約。
1964 法國承認中共
「文化大革命」開始，並因越戰而和美國關係緊張；1966 年 9 月 15 日，中共東風二型
1965
於中國北、東部實戰部署。
1969 與蘇聯發生嚴重的武裝衝突。
1970 周恩來重整中共內部秩序。
1971 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在聯合國之席位；印、巴再度爆發戰爭；印度與蘇聯簽訂友好條約。
1972 尼克森訪問中國大陸。
1973 美國從越南撤軍。
1974 中共佔領越南的島嶼。
1976 周恩來和毛澤東相繼去世。
1977 鄧小平掌權。
1978 開始經濟改革。
中共與越南武裝衝突;並中止與蘇聯於一九五０年簽訂的友好條約；另一方面轉而同意
1979
美國在中國設立對蘇聯的監聽站。
1984 中共與英國達成歸還香港的協定。
1986 與蘇聯關係正常化。
1988 中共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AIEA)，又因島嶼主權問題和越南發生軍事衝突。
資料出處：綜合整理自馬爾賽勒‧杜瓦勒、蕭乃丞譯，〈從核武發展看中共對外政策〉，《國
防譯粹》，22 卷 3 期（1995 年 3 月），頁 46-54。

肆、核戰略部隊建立
周恩來預測在未來使用核武的戰爭中，一定要靠導彈核武。因此，他在 1963
年底提出：
「核武器的研究方向，應以導彈為主，空投為輔。」44 1966 年 7 月，
中共為因應核子戰爭之需求，將「特種技術部隊」擴大改編成立「第二砲兵司
令部」
（含地對地、地對空、岸防反艦飛彈等）
。1976 年中共為釐清戰略與戰術
飛彈部隊所擔負之任務，乃將戰術飛彈(地對空、岸防反艦飛彈等)劃歸三軍部
隊，
「第二砲兵」則專指「戰略導彈部隊」
，與三軍平行，直屬中央軍委指揮。451985

44

趙雲山，《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 年 4 月），頁 47。
施抄，〈中共『第二砲兵』對台海安全威脅之評析〉，《國防雜誌》，第 11 卷第 8 期，（台
北：1996 年 2 月 16 日），頁 4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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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至 1987 年，中共進行裁軍，精簡員額達一百萬，唯獨二砲實施擴編。復於
1987 年，將二砲層級提升成為第四軍種，與戰略轟炸機部隊、核子潛艦部隊，
共同形成「核三角」之核打擊部隊，1985 年 9 月 28 日，中共成功地進行了潛
艇發射彈道飛彈（SLCM）試驗，從而成為繼美蘇兩個超強大國之後第三個獲
得潛艇發射彈道飛彈能力地國家。也成為世界上第三大擁有洲際飛彈（ICBMs）
的國家。46
根據中共界定，二炮部隊為「使用地對地戰略導彈核武器的軍種，是實施
核反擊的主要力量；由導彈部隊和主他保障、專業技術勤務部隊組成，其基本
任務是對敵實行核反擊。」472002 年中共國防白皮書也再次明確陳述第二炮兵
任務主要是遏制敵人對中共使用核武器，並在敵人對中共發動和襲擊時，對敵
人實施有效的自衛反擊，48發展迄今兵力約有十萬人，
（二炮組織指揮架構、基
地位置見附表二之二、三）
。1966 年以前，部隊是用 50 年代後期從蘇聯購買的
P-2 近程導彈和中國仿制的近程導彈進行訓練的。同年 7 月 1 日，中共人民解
放軍第二砲兵領導機關正式成立。也就是從這一年開始，第二砲兵部隊裝備了
中國自行設計和制造的中近程導彈。49成立後陸續發展出第一、二及三代戰略
導彈。50而 1985 年前大多是使用液體燃料的彈道導彈，因此在機動及自動化性
能上是不高，同時由於洲際導彈基本上都儲存在固定的發射井裏，也容易遭敵
發現，儘管經過了抗核加固，戰時生存能力仍然是不高，持續一直到 1980 年代
中期才開始配合國防現代化逐步進行改善（中共導彈與西方界定區分、導彈相
關性能見附表二之三、四）。51而第二砲兵建立，使中共人民解放軍在 80 年代
起開始擁有了一支戰略威懾力量。52迄今，二炮部隊顯然長期被中共視為核心
與王牌部隊，其主要幹部成員最近均逐漸進入決策核心，不論冷戰期間或結束
後它一直維持其一貫之隱密。迄今美軍仍無法與中共二炮進行對話」機會。53

46

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46-47。
中國軍事辭典編篡組編，《中國軍事辭典》（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年），頁 877。
48
〈解讀國防白皮書〉，2002 年 12 月 9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44406.htm.
49
韓懷志，《當代中國的軍事工作》（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67-68。。
50
中共的第一代戰略導彈是：東風-1、東風-2、東風-3、東風-4、東風-5、巨浪-1，共六類型號。
在中共第一代戰略導彈中，僅東風-４和東風-5 洲際彈道導彈，能威脅到美國；第二代戰略導
彈大都以固體燃料為主（東風-21/25/31/41、巨浪-2），體積小機動性能強，且都儲存在機動發
射車上（儲存、豎起、發射三個功能都在一部汽車），俱較強之戰時生存能力；第三代戰略導
彈則主要是在核彈頭上進行改良。趙雲山，《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頁 161-166。
51
同前揭書，頁 161。
52
王仲春、聞中華，《不散的核陰影》，頁 186-187。
53
沈大偉（David Shambaugh），《現代中共軍力：進展、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Progress,Problems,and Prospects）
，高一中譯（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年 4 月），
頁 236-23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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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二：中共二炮部隊組織（不含司令部）與指揮架構（2003）

第二炮兵司令員

司令部

作戰局
情報局

偵察局
偽裝局

後勤部

政治部

工程局
測繪局

大氣局
防化局

技術裝備部

彈頭保養與
儲存分部

（6 個）發射基地
司令部

發射旅
洲際彈道飛彈
中程彈道飛彈
短程彈道飛彈
備註：
一、飛彈發射旅必須分別接受中央軍委會與總參謀部命令後，才能獲准發射飛彈。
二、二炮有四個一級部及十個二級部。其一級部所屬單位擁有類似存在於各軍種的四個總部的
內部架構。其二級部（局）內部組織不詳。司令部同時負責督導彈頭與飛彈儲存設施、維
修單位及運送飛彈與彈頭之特別運輸單位。
三、二炮彈道飛彈分散部署於全中國大陸。司令部位於北京附近清和；該司令部下轄 6 個發射
基地，每個基地屬軍級規模。
四、二炮部隊在酒泉、太原、五寨、西昌、寶雞及羅布泊等地有測試場，並擁有好幾個儲存設
施，以及許多學院（含位於西安的飛彈部隊學院）。
五、中共解放軍在北京西郊軍事區內的西山設有一危機指揮中心；該中心擁有指管與早期預警
設備。
資料來源：Zang Wannian,ed.,Dagedai Shijie Junshi Yu Zhongguo Guofang (Beijing:Junshi Kexue
Chubanshe,1999)；沈大偉（David Shambaugh），《現代中共軍力：進展、問題與前景》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Progress,Problems,and Prospects），高一中譯(台北：國防部史
政編譯室，2004 年 4 月)，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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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三：中共二砲基地及飛彈部署說明表（資料時間 2003 年）
單位
基地

單位番號、駐地

飛彈型式

八０六導彈旅—韓城
八一０導彈旅—大連
東風三甲型
五一基地
八一六導彈旅—金昌
東風廿一型
遼寧省瀋陽
八一八導彈旅—通化
一導彈機動旅
八０七導彈旅—石台
東風三甲型
五二基地
八一一導彈旅—祁門
八一五導彈旅—樂平
東風十五型
安徽省黃山
八一七導彈旅—鷹潭
五三基地
八０二導彈旅—江穗
東風三甲型
雲南省昆名
八０八導彈旅—楚雄
東風三甲型
八０一導彈旅—靈寶
五四基地
東風四型
八０四導彈旅—欒川
河南省洛陽
東風五型
八一三導彈旅—宜陽
八０三導彈旅—靖州
東風四型
五五基地
八０五導彈旅—通道
東風三甲型
湖南省懷化
八一四導彈旅—會同
八０九導彈旅—青海
東風三甲型
五六基地
八０六導彈旅—烏蘭
東風四型
八一二導彈旅—青海
青海省西寧
大柴旦、小柴旦及柳意湖導彈旅
第 22，28 基地 主擔負導彈武器儲存、管理、裝備檢驗、運輸及試射任務。

備

考

CSS-2
CSS-5

CSS-2
CSS-6
CSS-2
CSS-2
CSS-3
CSS-4
CSS-3
CSS-2
CSS-2
CSS-3

第 1 研究所：地對地飛彈與運載火箭發展；
第 2 研究所：地對空飛彈發展；
第 1-5 研究所 第 3 研究所：岸防飛彈發展；
第 9 研究所 第 4 研究所：固態推進劑載火箭發展；
第 5 研究所：衛星發展；
第 9 研究所：戰術防空火箭與運載火箭發展。
在酒泉、太原、五寨、西昌、寶雞及羅布泊等地有測試場，並擁有好
其它機構 幾個儲存設施；
設有相關指揮學院、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及導彈學院（西安）
。
一、各導彈旅除戰備部隊外，另建制內有裝備檢修團×１，直屬支援營×２。
二、部分導彈旅之飛彈型式，可能已經或正在進行換裝新型飛彈。
三、備考欄內為北約賦予中共東風飛彈之英文代號。
資料來源：沈大偉（David Shambaugh），《現代中共軍力：進展、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Progress,Problems,and Prospects），高一中譯(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年 4 月)，頁 23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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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四：中共與西方在飛彈分類定義上之差異
導道飛彈種類

中共定義

美國國防部定義

戰略研究中心(IISS)

短程(SRBM)
Short-range

1,000 km 以下

1,100 km 以下

800 km 以下

次中程(MRBM)
Medium-range

1,000 - 3,000km

1,100 - 2,750km

800 - 2,400 km

中程(IRBM)
Intermediate-range

3,000 km -4,800 km

2,750 - 5,500 km

2,400 -5,500 km

長程(LRBM)
Long-range

3,000 km -8,000 km

--

--

洲際(ICBM)
Intercontinental-range

超過 8,000 km

5,500 - 14,800 km

超過 5,500 km

備考：
一、在中共傳統的定義上戰術飛彈是指在 1000 公里距離範圍內之飛彈，同時中共認為
戰略飛彈是指那些距離範圍超過 1000 公里以上的飛彈。
二、國際間各種條約與機制中對飛彈形式與範圍在規範上之定義也有不同。
（一）中程核子武器條約54(Intermediate Nuclear Forces Treaty, INF)：界定中程範圍是
500-5,000 公里距離範圍間飛彈；而短程飛彈是 500-1,000 公里。（二）美蘇戰略武
器裁減公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ies ,START）：界定洲際彈道飛彈(ICBM)：
5,500 公里距離範圍以上；潛射彈道飛彈(SLBM)：600 公里距離範圍以上。（三）
飛彈技術管制機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 55 則管制包含具能運
送 500 公斤彈藥籌載能力飛彈或意圖給與部署超過 300 公里距離以上的飛彈防禦，
WMD（不管籌載量大小如何）。
資料來源：參閱 Robert S. Norris, William M. Arkin, Joshua Handler, and Hans M. Kristensen, "Nuclear
Notebook,"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2001,http://www.thebulletin.org/issues/nukenotes/so01
nukenote.html；David Shambaugh，《現代中共軍力：進展、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Progress,Problems,and Prospects），高一中譯(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年 4 月)。

54

為 1987 年美蘇雙邊限武與裁軍的一協議，主要目標是去除美國及蘇俄在歐洲部署的地面中
程及短程核武器，並允許定點的檢閱以確保執行之完成。楊永明，《國際安全與國際法》（台
北：元照，2003 年 2 月），頁 467。
55
為一國際限武有關之條約。此條約簽訂於 1987 年，目前有 35 各國家簽署，條約主要目標是
禁止對外輸出彈道飛彈及生產設備。同前註，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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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五：中共早期（1985 年）使用第一代核武戰力性能摘表
中共 1985 年前服役迄今戰略核武載具判斷表（資料時間：2003 年）
型式

東風 3 (DF-3/3A) 東風 4(DF-4)

東風 5(DF-5/5A) 轟六

強5

性能諸元

CSS-2

CSS-4

A-5

武器類型

中程導彈 MRBM 長程導彈 IRBM 洲際導彈 ICBM 轟炸機

彈體（節） 1 節液態燃料

CSS-3
2 節液態燃料

3 節液態燃料

H-6

戰轟機

Bomb

ALCM/Bomb

射程（航程）2800-3100 公里/ 5000-7000 公里 14500 公里

3100 公里

400 公里

彈頭威力

1-5MT/3.3MT X1 1-5MT/3.3MT X1 1-5MT/4MT X1

10KT-3MTX1-3 10KT-3MTX1

彈頭儲量

60-80

20

20

----

----

部署及數量 60-80/1971 年

20/1980 年

20/1981 年

120/1965 年

30/1970 年

部署方式

車載機動

窖射或基射

窖射

分散

分散

導引方式

慣性與終端導引 慣性與終端導引 慣性與終短導引 ----

----

準備時間

120'-150'

60'-120'

30'-60'

----

----

圓周誤差

2.5-4.0 公里

3.0-3.5 公里

0.5-3.0 公里

----

----

假想目標

日本、俄國

日本、關島、印度 歐洲、美、俄

----

----

備考：
一、---/---：前者為原型、後者為改良研發型相關數據資料。彈頭核爆威力依美國防部軍語辭典解釋乃
核武器爆炸時釋放之能量，以千噸級 KT 或百萬噸級 MT 黃色炸藥所釋放之相等能量計量。分類為
極低（低於 1KT）、低（1-10KT）、中等（10-50KT）、高（50-500KT）、極高（500KT 以上）。
戰略核武的 TNT 當量一般都在幾萬噸到幾千萬噸，大中型核子彈、氫彈、中程以上的核武飛彈等
都屬於戰略核子武器。
二、中共研發與除役停止飛彈概況：
（一）除役：1966 年 DF-2/2A 中程彈道飛彈；（二）研發終止：1973 年 DF-6；1973 年 DF-14（更
名 DF-22）洲際彈道飛彈；1977 年 DF-61 中程彈道飛彈。
四、各型導彈皆為火箭推進方式，東風 5 第二代預估於 2005 年服役取代舊型（射程更遠且具可載送
MIRV 獨立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目前部分作為長征 2/3/4 之火箭推進器）；東風 3 未來將由東
風 21 取代。
五、航空器投射以自由落體炸彈為主。轟五（H-5）已除役，目前以轟-6（仿俄製 Tu-16）為主，強五（仿
俄製 MIG-19）僅 30 架；兩種機種可能各庫儲 150 枚重核炸彈。
六、中共周邊鄰近國家及東南亞可能有一些國家也含括在其導彈瞄準的假想目標中。依美國情報單位
評估目前中共大約有 20 枚地窖發射的 DF-5 飛彈可以到達美國；12 枚 DF-4 飛彈是可以對俄國及亞
洲進行報復性嚇阻目標。
資料來源：綜合整理三軍大學編譯，《美國國防部軍語詞典》，（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95 年）
，頁 454；Phillip Saunders and Jing-Dong Yuan, “China’s Strategic Force Modernization:
Three Scenario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3, forthcoming ;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y 12, 2002, p27;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2/d20020712china.pdf；“China's Nuclear polices and
programs＂http://www.nti.org/db/china/doctrine.htm.Updated 06/26/2003. Anthony .Cordesman
,The Global Nuclear Balance: A quantitative Arms Control Analysis (Washington,DC:CSIS,2002),
p36-48. http://www.csis.org/burke/mb/GlobalNucBal020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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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海空核武打擊力量組建方面，在陸基導彈建完成後，由於體認到核
潛艇和潛射彈道導彈構成的戰略核力量較陸基導彈更具隱蔽性且機動性強，為
一更理想之第二打擊力量。中共乃於 60 年代末期開始潛射彈道導彈和核潛艇的
研制。第一艘夏及核潛艇於 80 年代初下亦水試航，到 80 年代中期雖交付海軍
使用，但其穩地性美軍仍甚懷疑。但隨 1985-88 年連續兩次發射潛射對地彈道
導彈的成功，使中共成為第三個擁有導彈核潛艇的國家。中共潛艦與導彈結合
初步的成果，雖然不是豐碩但也使其具一定程度的威脅能力，也為也為中共進
一步發展機動、快速、隱蔽、生存能力強、精度高的戰略武器奠定了基礎。同
使這也中共認知到其戰略核力量序列中一旦加入潛艦且能更具穩定、精確性後
將可使其更具存活能能力及可信的報復反擊能力。
在空中核武方面，中共武器化第一顆原子彈和氧彈都是以空投為主，因此
核武的飛機投送技術是早於陸基、海基導彈發展。但因中共積極防禦軍事戰略
方針和國力資源有限，以致中共對空基核打擊力量方面投入有限。主要藉由 60
年代末，中共以蘇聯TU-16 改進型飛機基礎上研制的轟-6 型中程轟炸機所形成
戰力為基礎。56而隨潛射與其它多樣戰略、戰術導彈研製成功，中共整體核武
組織權責劃最後乃於 1985 年其大軍區調整完成後終告定型。權責劃分上，戰略
導彈部隊（二炮部隊）管轄陸基的洲際飛彈與中程飛彈；而核子潛射飛彈、轟
炸機與戰場核子武器則分別由海軍、空軍與大軍區指揮管制57，中共核武戰力
指揮隸屬如附圖二之一。

參考資料：軍事科學院外軍部《年鑑》編輯部編輯，《1998世界軍事年鑑》(北京：解放軍出版
社，1998 年12月)，頁93-94。
56

張建志，《倚天仗劍看世界》（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98 年），頁 308-325。
丁樹範，<演變中的中共戰略核子武力>，《中國大陸研究》，32 卷第 2 期（民國 78 年 8 月），
頁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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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冷戰時期的軍事戰略與核武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蘇兩個超級大國崛起和迅速展開的競奪，使世
界將世界帶入一個長達 40 餘年冷戰時期。雖然許多國家在發展核武器上可能有
著不同的性質和戰略需求上差異，但核武器都是核國家最高決策當局直接控制
和運用的戰略武器，而核戰略(核政策)則都是這些國家對外總體戰略的重要組
成部分。58中共冷戰期間雖擁有一定實力之核武力量，然其核戰略與其它核大
國的核戰略截然不同，且從來沒有明確宣示過一種類似於西方的戰略原則地完
全確定地核戰略。然由前一節分析中，可以清楚發現中共發展和部署核武的過
程是經過謹慎的計畫，並兼顧其現實的需要和突破現實的選擇。本僅從中共軍
事展略及核戰略發展、運用摘述如後。

壹、中共軍事戰略與核戰略
我國學者林中斌認為中共核戰略是一種「兵者詭道」似的難以捉摸。同時，
其軍事戰略設計過程特別著重孫子：
「不戰而屈人之兵。」及「上兵伐謀、其次
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等防衛理論精髓。並將其運用到以人民戰爭為
例證的防禦觀點時，認為此等理論厥功至偉。所以要瞭解中共核戰略，得從中
國古代兵法的傳統（整合、間接兩種觀念）入手這比從從西方戰略角度觀察來
得容易。59林氏形容中共核戰略為「整合嚇阻」（或整合威懾）。這戰略應用了
許多工具，其中包括核武，但不限於核武。他認為這戰略既非「抗價值」
（即以
摧毀敵人城市為目標），亦非抗武力（即以摧毀敵人武力為目標）。這戰略最終
目標是「抗戰略」：就是把核子武器瞄準在敵大戰略制訂者的意念。60
就中共軍事理論發展而言，在早期的戰略發展原本沒有威懾戰略概念，
「往
往視『威懾』為強權政治武力訛詐、戰爭恫嚇，而取排斥、否定的態度。」61一
直到 1985 年中共提出「戰略轉變」的任務後才開始調整。到 1988 年中共中央
軍委會確立和調整新時期軍事戰略，指出其軍事戰略著重在對付可能發生的局
部戰爭或衝突，要為軍事作出較實際估計後，62在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目標下
乃開始全面對世界各國戰略加以研究，並開始建立其威懾戰略的思維。同時，
中共軍科院李際鈞認為中共核戰略觀是體現中國「以戰止戰，其戰可以」傳統
58
59
60
61
62

王仲春、聞中華，《不散的核陰影》，頁 71。
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3。
同前揭書，頁 4。
陳崇北、壽曉松、梁曉秋，《威懾戰略》（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年 6 月），序頁 1。
俞雨霖，〈中共全球軍事構想〉中時晚報，1994 年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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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略思維。就是你有我也要有，你要用核武打我，你也要遭到反擊，目的是逼
迫超國大國不敢使用。63
在軍事戰略上中共強調威懾概念，由其在與心理上之關係來看軍事威懾：
「軍事威懾是以軍事軍事實力為後盾，為了一定目的，通過示形造勢等方式，
顯示自己力量、決心，以影響、制約和改變對方的思想、感情和行為等活動。
從意義上說，軍事威懾又是心理戰的重要組成部分。」64而我國學者鈕先鍾則
概括的解釋中認為：中共威懾等於嚇阻加上脅迫。而從最近的證據上看來，其
對於後者的重視是已有過於前者。65中共認為威懾是一種軍事理論，戰略思想，
它核心含義是在強大軍事實力基礎上，以各種非戰方式，懾服對方，以收不戰
而屈人之兵之效。或以較少代價，獲取較大戰略利益。66因此，其核心乃在為
國家利益服務，（中共威懾思想內涵如附表二之六）。在由於自中共建政後面臨
了美蘇強權核威脅，以致在其整體國防戰略思維上，雖仍堅持人民戰爭與傳統
武力威嚇效用，但核武在其戰略發展上亦為一重要之軍事力量，也融入其整體
戰略思維演進中，並因應不同國家安全與戰略形勢及軍事戰略轉變而在配合總
體戰略上均有各階段之不同思考。
附表二之六：中共當前威懾思想表
區分

內容

目的 維護國家利益
性質 自衛、有限性
手段 多元、多層性
方式 暴力、非暴力
基礎 物質、精神

說
明
威懾理論和實戰，必須以國家利益為最高準備，以維護國家利益為實施
威懾的根本目的。
對霸權式威懾實施反威懾，為了防衛為目的，且具有局部性特點，不超
過自衛防禦範疇。
包含常規威懾（人民戰爭整體威懾及局部威懾）
、核威懾、空間威懾。
威懾力量包括軍事力量和非軍事力量，其運用方式有暴力和非暴力兩種。
經濟發展支持軍事威懾的物質力量，同時精神力量亦是自衛威懾的基礎。

資料來源：劉鴻基、羅海曦，《國防理論》，（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 年），頁 167-169。

貳、軍事戰略演進方面
毛戰略思想發展在革命初期尚不穩定時候，他較擔心生存問題並重視威脅
與能力是一種辯證關係。這種矛盾的想法使他專注於如何在戰場上將對革命戰
士的威脅轉化成敵人戰略上的弱點。他曾在 1948 年說過：「總的來說戰略上我

63

李際鈞，《軍事戰略思維》（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年 6 月），頁 177。
楊旭華、蔡仁照編著，《軍事威懾學概論》（山西：書海出版社，1989 年 12 月），頁 189。
65
鈕先鍾，〈中共核武發展的評估〉，《國防雜誌》，11 卷 11 期（1996 年 5 月），頁 50-62。
66
謝國良，「重視威懾戰略思想」為陳崇北、秦曉松、梁曉秋，《威懾戰略》(北京，軍事科
學出版社，1989)一書中的代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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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輕視敵人，戰術上，不論任何大小戰鬥，皆不可掉以輕心。」67同時，
也藉由中共紅軍過去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及防禦戰略與游擊戰術作戰原則的辯證
發展出如何以弱勝敵的軍事戰略戰術。強調積極防禦不是單純防禦，更不是消
極專守防禦，而是依辯證原理，矛盾對立統一的理論去制訂戰略。68中共軍事
科學院對中共早期革命戰爭戰略認知，即認為是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指導
下，其作戰指導強調「有什麼槍打什麼仗，對什麼敵人打什麼仗，在什麼時間
地點打什麼時間地點的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不贏就走；
揚長避短，趨利避害，敵變我變，不拘一格。」
，並力爭主動避免被動，充分利
用敵人一切弱點，充分發揮自己一切長處，積極地爭取作戰勝利。69
中共的國防戰略發展是伴隨國際安全環境變化與本身實力演進，而有多次
重大轉變和調整。如毛澤東時期的國防戰略構想為「立足早打、大打、打核戰」
的臨戰準備，隨時準備來自四面八方的進攻，軍事準備方面強調打誘敵深入的
「人民戰爭」；而鄧小平時期國防戰略思考，認為世界大戰打不起來而局部戰
爭、地區衝突仍是不可避免，提出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積極增強威
懾投射力，發展遠攻戰力，國防戰略構想從「近岸防衛」、「近海防衛」到「遠
洋防衛」發展，禦敵於國門外；到江澤民時期國防戰略思考，雖基本上仍是走
鄧小平理論路線，強調質量建設、科技強軍，走精兵之路；然因應現代化國防
科技快速發展，更強調不對稱作戰及信息戰等新軍事革命形態戰略思維。第四
代領導人胡錦濤 2003 年 3 月於十屆人大後接任中共國家主席，其軍事戰略亦延
續鄧小平「打贏高科技局部戰爭」方針，以「新三打三防」具體作戰指導，
（中
共軍事戰略轉變如附圖二之二）。70

67

Litak Xue著、張寧倫譯，〈中共核武戰略之演變〉，《中華戰略學刊》，85 年春季刊（民國
85 年 3 月），頁 166-181。
68
張梅駒，《中共軍事思想轉變之研析》（台北：政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2 年
11 月），頁 65。
69
王文榮主編，《戰略學》（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 年 10 月），頁 52-61。
70
解放軍在 1970 年代末曾提出「三打三防」之作戰訓練，主要是「打坦克、打飛機、打空降、
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新三打三防」指的是，「打隱形飛機、打尋航導彈、打武
裝直昇機。防精確打擊、防電子干擾、防偵察監視」。朱新民主編，《2003 年胡溫體制權力
與政策總體檢》（台北：遠景基金會，2004 年 3 月），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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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之二： 中共軍事戰略轉變概要圖
改革開放前（1978 前）

軍事戰略

積極防禦
威懾思想
核戰略
海洋戰略

改革開放後（1978 後）

誘敵深入
積極防禦

積極深入注
重外層空間

人民戰爭
大縱深威

綜合戰力與現
代武器靈活與
多層次威懾

人民戰爭與
核戰略結合

戰術性與戰略性
核子武器並用

近岸防禦

海上人民戰爭

近海防禦

資料來源：沈明室，《改革開放後的解放軍》，（台北：慧眾文化出版社，1995 年），
頁 113。

中共軍事戰略之形成，主要受毛澤東軍事思想、全球戰略形勢與周邊軍事
戰略形式之研判、中共自身綜合國力條件、唯物辯證思維等因素之影響，軍事
戰略從毛澤東時期「早打、大打、打核戰」的人民戰爭思想與積極防禦戰略，
轉變至鄧小平時期「和平時期建軍」、「積極防禦」與「打贏一場局部戰爭」的
軍事戰略思維，以至江澤民時期強調質量建軍、高科技建軍，打贏一場小規模
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等，突顯中共在不同戰略形勢變化之下，軍事戰略強
調之目標。71綜合國內學者揚念祖對中共軍事戰略的三階段階發展論述及近期
中共軍事戰略變革，可以清楚看到在不同力量與條件下各階段演進的特徵（中
共戰略演進如附表二之七）
。依其建政主要後三個不同領導劃分的階段時期可以
看出軍事戰略發展與變化，是循審視其整體戰略形成過程的客觀形勢評估→軍
事思想指導與方針→軍事戰略理論構思→戰役戰術戰法研練與論證等階段發
展。72

71

72

楊念祖，〈中共軍事戰略的演進與未來發展趨勢〉，《中國大陸研究》，第 42 卷第 10 期，
1999 年 10 月，頁 83-92。
同前揭文，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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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七： 共軍各階段軍事戰略發展過程對照表
毛澤東時期

鄧小平時期

江澤民時期

●戰爭可以避免
●戰爭可以避免
●中國貧窮落後
客觀戰
●和平可以創造
●和平可以創造
●共軍裝備落後
略研判
●中國有遭帝國主義與霸 ●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因應小 ●未來戰爭是高技術條件
評估
下的戰爭
規模局部戰爭
權主義侵略的威脅
●提升綜合國力
●進行和平時期建軍
●提升綜合國力為國防現代化 ●高科技建軍
軍事思 ●人民戰爭
●高科技條件下的積極防
想指導 ●以劣勢裝備打敗優勢裝 奠基
禦
●走質量建軍、精兵路線
與方針 備
●積極防禦，現代化人民戰爭
●打贏高科技條件下的局
●積極防禦，打局部戰爭
軍事戰
部戰爭
●全面戰爭
●戰略防禦與攻勢作戰－先機
略理論
●高科技作戰條件與現代
●早打、大打、打核子戰
制敵
構思
化人民戰爭的有機結合
●軍事威懾與嚇阻－低度核武 ●軍事威懾與嚇阻－中度
戰役戰 ●十六字方針
核武與戰略戰術導彈
與戰略導彈
術戰法 ●十大原則
的研練 ●誘敵深入，運動戰殲滅戰 ●快速反應戰法－空地一體， ●研擬軍事事務革命戰術
戰法
協同作戰
與論證 ●有限核武，戰略嚇阻
資料來源：楊念祖，〈中共軍事戰略的演進與未來發展趨勢〉，《中國大陸研究》，第 42 卷第
10 期，1999 年 10 月，頁 88。

（一）毛澤東時期(1949-1976)的軍事戰略，深受貧窮落後、相對劣勢、中
蘇交惡以及北方優勢俄軍壓境的影響，遂行以人民戰爭方式因應全面戰爭的準
備，為不得已中不得不做的選擇。並在 60 年代於寧可犧牲民生經濟政策下，全
力搶攻核武導彈，以爭取戰略空間，加強嚇阻防禦力量的軍事作為。在軍事戰
略指導上是以「早打、大打、打核戰」戰略指導，
「以人海戰勝火海」為主要標
誌。六０年代更以全力搶攻核武爭取戰略空間，加強嚇阻防禦防禦力量之軍事
思維。73
（二）鄧小平時期 1978-1992)，由於世界(尤其是亞洲)軍事戰略形勢的變
化，間接影響中共軍軍事戰略演進發展。其中美國與中共建交，以及在軍事戰
略上美中聯合抗俄，也大大的減輕了中共在毛澤東時期來自北方威脅與準備打
全面戰爭的準備。此一時期中共拋棄意識形態掛帥而以實事求是為其建軍構
想，同時以將如何改善解放軍在實力裝備嚴重落後現象為當務之急。另外，在
大陸周邊戰略形勢的急速變化，以及對大陸境內臨邊地區所形成的衝擊，亦迫
使共軍必須以新觀念、新戰法來因應可能發生的局。若干新的軍事戰略理論與
戰術戰法亦因應而生。在軍事戰略指導上是以「積極防禦」軍事戰略思維主軸，
提出和「平時期建軍方針」
，
「執行國防現代化」政策指導，發展出「三項堅持、
73

國防部，《九四年度送交立法院預算審查會議---九三年度中共軍力報告書》（國防部，2004
年 8 月），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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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立足」的作戰準備思維。74
（三）江澤民時期(1992-2003)為中共「四個現代化」加速發展的時代。不
論在經濟、軍事與科技，中共可以說都邁入了一個與過去幾乎完全不一樣的水
平條件。在戰略環境上，和平因素仍高於戰爭因素。然而高科技的突飛猛進，
以及大陸周邊局部引發衝突的因素日益複雜多變，加上中共對維護領士主權完
整的優先性，防止其他大國涉足干預的強烈企圖，進一步促成了共軍要求分享
經濟發展之利益，加速完善高科技條件作戰與備戰能力，以及及早完成有效核
武威懾力量之新時期軍事戰略思維。可以預見的是，在下一世紀相當時期，共
軍對高科技影響未來戰爭的發展，將是思考未來軍事戰略發展的主導因素。75在
軍事戰略指導上是以「軍事現代化」之戰略思維，確實去提升「高技術條件下
局部戰爭」能力。之後，以「科技強軍、科技練兵」為建軍政策，建設具中國
特色的國防現代化。76
（四）胡錦濤時期(2003-)，在深諳「一超多強格局仍將持續、經濟全球化
相互依存、國際體系行動的多元化、反恐與亞太地緣戰略重組」的戰略環境，
在面臨國際現勢與台海對峙等問題，其策略思維暫不致脫離「加速軍事現代化、
爭取亞太區域強權」之範疇，同時朝「攻防兼備」的作戰準備方向建設。77

參、核武戰略理論建構上
中共自 1945 年建政之後，即努力加強自己武備，準備在不得已情況下同未
來的敵人進行大規模之戰爭，因此，戰略導彈成為中共新式武備的中心。數十
年，中共的領導人經常闡明，中共擁有核武器是為了自衛及遏止核武強權的核
訛詐，主要是美國及蘇聯。而大多數分析家大多從前述中共各項聲明及其相對
較小與單純的中共核力量架構來分析而得出中共是依賴「反價值目標」78的最

74

為鄧小平「積極防禦」軍事戰略的主要五個思維之一。「三項堅持、兩個立足」內容為堅持
自衛立場、後發制人、以及人民戰爭；立足於最困難、最複雜條件下作戰、以及劣勢裝備戰
勝優勢裝備之敵。其餘四個主要思維分別為第一，軍事與戰爭的高度統一：軍事戰略方針把
保障國家改革開放與建設一長期穩定的和平環境做為軍事鬥爭的根本任務；第二，遏制與打
贏的相互促進；第三，揚長與補短結合；第四，戰略與戰役戰術的對立統一。張梅駒，《中
共軍事思想轉變之研析》，頁 65。
75
楊念祖，〈中共軍事戰略的演進與未來發展趨勢〉，頁 88。
76
國防部，《九四年度送交立法院預算審查會議---九三年度中共軍力報告書》，頁 10-13。
77
同前揭書，頁 10-13。
78
所謂反價值目標（counter-value targeting）是指將一國核子兵力目標指向敵國的人口中心、生
產單位等。它相對地是反武力目標（counter-force targeting）是指向敵國的軍事能力（核子能力、
傳統能力獲支援能力）。Donald M. Snow著，《動盪世界中的核子戰略》，錢武南譯（台北：
黎明文化，1986 年 8 月），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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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嚇阻政策的一般性結論。79如同鄧小平論及核武時，他認為：
「威攝力量，你
有我有，也不能多了。威攝力量有了就行，戰略武器威攝力量，嚇唬點人，絕
不能打就是。但我有了，就可以起作用。核武器有一點，這本身就有壓力作用．．
你要毀滅我們，你自己也要受到點報復」
。由此，可了解中共籌建核武能力的目
的，並不在於與敵人藉數量上的「大規模報復」或「相互保證毀滅」
，而是欲藉
擁有有限的戰略核武，達成對敵人的「威攝」效果。80而核威懾也是中共軍事
鬥爭的一種重要形式。中共學者認為在當今核武懾具有特殊重要意義。它作為
核力量傳統威懾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成為核領域軍事鬥爭的主要形式和現代威
懾理論之核心。81
一、核戰略理論方面
戰略是在戰時與平時，為達到外部及內部政治目的，從理論和實踐上，對
各種力量的發展、部署及其物理上和心理上的應用。因此核戰略當然也正是戰
時與平時為達到目的外部和內部的政治目的，在理論與實踐上對核武器的發
展、部署以及物理與心理上的應用。依此，中共在核戰略運用理論發展上雖效
法美、俄核武強權國家，其內涵與演進則仍自不脫離人民戰爭主體思維，而步
驟則採跨越方式。82中共軍科院李際鈞指出中共的核戰略從其防禦性、抗威懾
及反訛詐、有限而有效、主張共同銷毀等的有限自衛核反擊戰略思維下，是一
種防止戰爭的戰略。83
從 1960 年代起 70 年中共對核武運用原則曾有多次一貫之正式聲明，西方
學者也視這些運用原則為對其核武戰略觀察之一指標。（一）1964 年 10 月 16
日中共第一次核武試爆，中共即鄭重宣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不會首
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張和保證不使用核武器，不對無核武器國家及地區使用核武
器；84（二）1995 年 4 月 11 日,在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984 號決議，中共連同四
個被公認的核武器國(美國、俄國、英國，和法國)，有法定義務保證不對非核
武國家使用核武（NNWSs）以增加積極正面的安全保證(PSAs)；（三）中共在
1994 年與俄國及 1998 年與美國簽署相互不以核武瞄準對方的的協議，以及將

79

China's Nuclear polices and programs,. http://www.nti.org/db/china/doctrine.htm.
宋開榮、謝奕旭，〈解放軍大規模毀滅武器發展現況〉，收錄《2003 台海戰略環境評估》，
（台北：國防大學戰略研究中心，民國 92 年 1 月），頁 230。
81
王文榮主編，《戰略學》，頁 357。
82
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33。
83
李際鈞，《軍事戰略思維》，（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年 6 月），頁 176。
84
Paul Godwin and John J. Schulz ,“Arming The Dragon For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Defense Mod
-ernization Program ,＂Arms Control Today( December 1993): 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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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維持在最低戒備的水平。85但中共雖發表極少量有關其核武器質量的資
訊，但卻從未發表它擁有的核武器數量，位置、活動狀況，也不發表飛彈研改
的計畫。
（四）1998 年的中共國防白皮書重申了中共軍科院李副院長所提出的：
「中國自擁有核武器之日起就鄭重聲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不首先使
用核武器，此後又承諾無條件地不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
用核武器。」
二、核武嚇阻政策方面
從冷戰期間中共官方聲明西方學者歸納出早期中共核武嚇阻政策是包含
（一）有能力進行核武報復攻擊，以確保國家安全；
（二）以報復作為達到嚇阻
效果；
（三）保持不確定性，即是在採何種程度報復上的模糊態度等原則。而在
核武運用原則方面，則包含有（一）不首先使用；
（二）無戰略戰術性核武，這
原則於 1980 年代逐步消失；
（三）小而精。為嚇阻美國，中共洲際導彈(ICBM)
必須能射到紐約或華盛頓。為防禦俄國，他們的射程要能攻擊莫斯科；
（四）小
而全。1983 年鄧小平說：「我們會以不同的方式持續發展核武，但是在任何情
形下，規模均有限」；（五）起碼的還擊。中共領導人堅信起碼的報復能力可以
嚇阻敵人發動攻擊且保障中共的安全；（六）軟目標殺傷力(soft-target kill
capability)。DF-2 到DF-9 系列的導航系統提供戰略單位精確性有限的武器。中
共軍方認為最重要的是在還擊時有摧毀城市或「軟性」軍事目標的能力；（七）
迅速復員。毛預測中共在核戰後比其他國家更能生存下來。30 年後鄧小平回應
毛的話說：「核武不可能滅絕人種，現在全球超過 40 億人口，如果最死不幸死
了 20 億人，仍有 20 億人存活，這 20 億人一樣地能活在世界上。」過去數十年
來，核武器的存量更堅定中共防止核子武力進攻的自信，使中共領導人對此七
項原則更具信念。在 1970 年代後期這些原則成了奠定當前戰略「有限的核子威
脅」基礎。86
肆、核導彈運用思想
中共核戰略思想是以核導彈戰略思想為核心，中共認為國與國間關係及互
動，乃是基於彼此之間實力及綜合國力而定。一國實力及綜合國力的最重要標
誌，就是它的核子武力。而一旦有了核子武力，隨之即是如何使用核武力問題，
如何發揮核武力威力和威懾力的問題，87這也就是其核導彈戰略的思想。
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 19 冊》（北京：新華書局，1998 年 3
月），頁 279。
86
張梅駒，《中共軍事思想轉變之研析》，頁 123。
87
威懾理論包含三個主要部分：第一，己方具有強大武力（包括常規武力和大規模毀滅性武
力）；第二，在同對方的對峙和爭端當中，當對方的行為超出己方所容忍的範圍時，己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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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有關核導彈的第一條戰略思想便是：製造出原子彈頭裝在導彈上，擁
有自己的戰略導彈，打破美國的核訛詐。中共領導層在這個問題上的意見極爲
一致。隨著中共意識型態的變化及對外戰略思想之改變、核子武力的壯大，中
共核子導彈戰略思想也發生變化，同時決策亦由毛、鄧時期個人領導為主而轉
為集體決策。而變化演進從 1964 擁有核子武器以來，以過去、現在、未來三個
不同歷史時期階段來看，大體可分為簡單核子威懾、實用核子威懾、能動核子
威懾等三個階段歷程。而從這分界也可以清楚知道其冷戰前後的特點差異。
一、簡單核子嚇阻階段（Simple Nuclear Deterrence）1964-1984
88
戰略思想內容較為單一：掌握戰略核子武器，粉碎敵人核壟斷和核訛詐 ，
不依賴核子武器取得戰爭之勝利，以極其有限核子武器使對手明白，如果對方
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對中共實施核子攻擊，自己同樣受到中共核子打擊威脅。中
共不會首先使用核武，但一旦敵對中共核子基地，或者是中共工業和人口中心
等戰略目標實施核子攻擊，中共無如何都會將原子彈投擲到敵人最致命地方。
在使用核武方面：中共戰略思想是擁有核子武器並非指望以它取得戰爭勝利，
擁有核武是使敵不敢在同中共戰爭中使用核武，在敵不敢使用核武條件下，中
共即可遂行人民戰爭的人海戰、游擊戰來包圍及消滅敵人。同時，在其不出國
境外作戰的設定條件下，若遭敵入侵且將其擊潰至精疲力竭時，中共有可能在
自己國土上首先對入侵者使用核子武器。89
二、實用核子嚇阻階段（Practical Nuclear Deterrence）1984-2000
1984 中共第二砲兵正式擔負戰備任務起，中共核導彈戰略思想從第一階段
轉變到第二階段的實用性威懾階段。此階段核子威懾戰略思想內容，乃是由以
下四種思想演進組成。
（一）核子防禦而非核子進攻的思想：中共在 1949 到 1989 年的 40 年間，
常規力量事實上一直大於核子力量。因此造成中共的國防戰略思想上，並未去
重視首先使用核子武器思想，同時也認為在反侵略戰爭中，只要自己有足夠的
常規力量打敗侵略者，不需要使用核子武器。90中共防禦性核子戰略思想可總
使用武力的決心；第三，對方瞭解己方的武力和在必要時己方使用武力的必然性。〈中國軍事
科學院〉《戰略學》，頁 70。
88
依中共解釋核壟斷乃指在中國製造出核武以前，外國（主要指美、蘇兩國）擁有核武器，而
中國沒有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外國對於中國處於核壟斷地位，中共在國際社會中很被動；
而核訛詐則指在中國不具核武情況下，外國可以經常的、隨意的在國家關係以及國際事務中對
中國實行核子威懾，以核子威懾迫使中共讓步，進而達到其預期目的及取得自己利益。
89
趙雲山，《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頁 88。
90
劉西堯，《我當總理聯絡員前後》、《不盡的思念》（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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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出以下兩點：一，中共在未來戰爭中不希望使用核武器，原因之一是對中共
自己常規作戰能力充滿信心；二，在當時物質條件之下，中共沒有能力造足夠
多的核導彈來同對手進行全面核戰爭。因此，儘管中共已擁有足夠之導彈核武，
但其核戰略思想仍保持核子防禦而非核子進攻的層次。雖戰爭—戰鬥核戰略基
礎是戰術核武器及學說發展。但中共尚無一合理解釋。惟毛澤東以後中共核戰
略轉變反映在戰略、戰術兩個方向，其中以後者更為重要。91改變的是隨戰術
核武發展成熟後，中共開始思考使其核子防禦戰略思想向前發展的問題。92
（二）對敵進行核威懾思想：本階段對敵核威懾思想同前後兩階段的核威
懾思想相比較不同。在實用核子威懾戰略思想階段，儘管中共仍然認為自己核
子打擊力量實際作用，在於威懾而不在於實際於戰場使用，但一旦核子戰爭爆
發，中共是可以在迫不得已的條件下使用核子武器。而自 1984 年中共戰略核導
彈部隊----第二砲兵部隊建軍以來，一旦爆發核戰爭，戰略核導彈部隊會依照作
戰條令自動化地進行反應，對敵人實施核子反擊。93由於具前述核武力量基礎，
中國核子戰略思想就比簡單核子威懾階段之思想向前邁出一大步；在自己受到
對方威懾時候，以自己核子武力像對方進行反威懾，對敵人實施核子威懾，以
達不戰而屈人之兵目的。此期間核威懾對象主要為美國，同時在台灣逐漸走向
獨立且美國不斷提供高科技武器，以策應台灣下，中美關係日顯緊張，也曾促
使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於 1991 年 9 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
準備打核戰，對抗美國霸權論調94。以致在此階段內，中共核子威懾思想已經
不是「核武器只為看，不為用」
，而有向「核武器不只為看，如果有需要隨時準
備用」發展趨勢。
（三）在遭受核子攻擊時對敵人實施核子報復的思想：遭受核子攻擊時實
施核子報復戰略思想：中共認為在首先遭受敵人攻擊情況下，自己必須給敵人
以有力地核子反擊。在實施核子反擊時候，對敵人一定要狠，要打擊敵人要害。
在實用核子威懾階段，中共核戰略還沒有主動先制對敵實施核攻擊設想，因此
其戰略核導彈不是敵核子基地和軍事基地等「硬目標」
，而是敵方工業中心、政
經中心、人口中心等「軟目標」
，其發展出一旦遭敵核子攻擊，即向對方社會價
值最為集中目標實施核子反擊，使敵方在戰爭中受到嚴重損失，而遠大於他在

月），頁 331。
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48。
92
趙雲山，《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頁 454。
93
〈中共聲言準備打仗〉，《爭鳴雜誌》，1991 年 10 月，頁 16。
94
趙雲山，《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頁 45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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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獲得價值，主要為其對自己核武器效能利用之核威懾思想。然此等核反擊
思想，由於考量以戰術核武實施核子反擊，為逐步升級且有可能停止。但若遭
戰略核武攻擊則必然掀起大規模核戰，並無法停止其對人類毀滅。因此，前述
戰略思想並不適用於中國在戰爭中受到戰術核武攻擊情況。
（四）核子反擊時有效地摧毀敵人之思想：以核子反擊有效摧毀敵人的戰
略思想：在中共實用戰略核武威懾階段，強調東方哲學衍生出之「後發制人」
戰略思想。特別是在中共實用戰略核武威懾階段，此一思想得以進一步發揮，
發揮結果便是以核子反擊有效摧毀敵人戰略思想之產生。綜合而言，其後發制
人核戰略思想包括了二個主要部分：第一、在敵人實施全面核子攻擊條件下，
己方能夠有足夠之戰略核子導彈在敵人攻擊之下生存下來；第二、以生存下來
戰略導彈給敵人以毀滅性之打擊，確保對敵方工業和人口中心之全面摧毀。
三、能動核子嚇阻階段：2000 年以後
基於 2000 年中共洲際導彈和洲際潛射導彈部隊已建設完成，中共核武庫徹
底完備，其核戰略亦發生相應變化。而其演變原因來自二方面，一方面是國家
戰略思想隨社會發展變化引導核戰略思想之變化；另一方面是核武力在性質、
數量、種類方面飛躍所引起核戰略思想一定程度變化。在能動核威懾階段，中
共核戰略思想從被動發展到主動，從後發制人原則發展到在一定戰爭條件下，
中共可能對敵首先使用戰術核武。此階段，由於綜合國力增強，意識型態色彩
減弱，戰術核武之成熟，促使中共傳統核戰略思想發生大的變化。其戰略思想
改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確保國家安全和國家利益成為核戰略思想最高準則，
意識型態的影響消失；被動核威懾思想讓位於特定條件下主動核威懾思想；有
限核報復思想讓位於全面核報復思想；單一層次核威懾思想讓位於多層次核威
懾思想；戰術核武器在局部戰爭中實用化思想。95
肆、戰略核反擊力量與決策
中共認為從核武器問世以來，每一場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都籠罩在核威脅
的陰影下。因此，對於核國家來說，隨時作好戰略性核反擊戰役的準備，是限
制戰爭的範圍和手段的根本保障。戰略性核反擊戰役是局部戰爭必不可少的組
成部分。戰略導彈部隊是威懾敵大規模殺傷武器襲擊的有效手段，在敵已經進
行大規模殺傷武器襲擊後，戰略導彈部隊將發起戰略性核反擊戰役制止敵方進

95

趙雲山，《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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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擴大戰爭。戰略性核反擊戰役，是指戰略導彈部隊按統帥部的統一意圖和
計劃，爲制止敵的大規模殺傷武器襲擊，所實施的在打擊目標和時間上協調一
致的若干次核突擊的總和。
戰略核反擊按規模分爲戰略導彈集團軍戰役、戰略導彈集團軍群戰役；按
時間順序可分爲首次戰略導彈集團軍戰役、爾後戰略導彈集團軍戰役。核反擊
戰役參戰兵力包括戰略導彈部隊、戰略核潛艇部隊、轟炸航空兵和特種部隊。
其中戰略導彈部隊是核反擊戰役的主力，戰略核潛艇部隊是戰役預備隊，其他
軍兵種擔負輔助核突擊任務。核反擊戰役使用的兵器包括固定陣地戰略導彈、
陸上機動戰略導彈、海基戰略導彈、空射核導彈和特種核武器組成。這些核武
器在射程、威力、生存能力、反應速度、突防能力方面有各自的優長，並採協
同作戰執行反擊任務。96
核戰略導戰反擊同一般導彈運用決策相同，為一種集體決策模式思維，並
在中央與解放軍間取得指揮上之制衡。而使用核導彈決策主要是受決策的時間
環境與決策的核子導彈使用類別等重要因素影響。在危機緊急情況下，係指在
戰爭中，突遭敵有限核子攻擊或在危急情況下突遭敵大規模核子攻擊，以及涉
及國家安全危急情況突然出現，例如在對外國的高科技局部戰爭中，突然發生
危及其政權生存之局面，這種狀況決策時間僅需在若干分鐘的短時間後，戰略
核導彈即進行反擊；而在一般危機情或平時情況下，係指沒有戰爭和平時期；
沒有除中共以外其他核子大國參與的常規戰爭時期；除中共外還有其他核子大
國間接參與的，發生在無核國家或無核地區的高科技局部戰爭時期，例如未來
可能發生在台海之軍事衝突。此狀況下使用核導彈決策過程，主要是在平時核
武政策制訂及核武武力使用計畫與程序制訂區分上兩大部分之區別。
核武政策制訂上可從外交上一系列有關核武宣言、聲明、協議等等文件體
現出；內政上則體現於制訂如何在必要時使用核子武器原則，而內政上決策過
程過程是從中共中央政治局依其主要領導提出對敵實施核子打擊考量情況與所
採取方式之提議實施討論，並形成決議後往下指導發展出核子武器使用計畫與
程序後，再交付中共中央軍委各相關機構執行，
（中共核武政策制訂程序見附圖
二之三）
。

96

<面對核威懾中國如何進行戰役核反擊準備>，新浪軍事網， http://jczs.news.sina.com.cn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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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之三：中共核武政策平時制訂程序流程

附圖二之四：中共核武政策緊急時制訂流程

參考資料：趙雲山，《中國導彈及其戰略－解放軍的核心武器》（台北：明鏡出版社，1997
年 4 月），頁 124 及〈中共核導彈戰略思想的過去、現在與未來〉，《中共研究》，第 31
卷第 5 期(1997 年 5 月)，第 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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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最小嚇阻核戰略形成與內容

傳統上，
「嚇阻」指一種藉由力量之相互辯證關係，達到敵我雙方「維持現
狀」(status quo )地目的。簡單而言，「嚇阻」用意在於達到「心理」層面意義，
藉著「得不償失」地邏輯關係，使潛在地侵略者放棄發動戰爭之意圖。雖然「嚇
阻」在理論研究上，區分為「事前嚇阻」與「事後報復」兩段因果邏輯，但是
在戰略運用上，通常較屬意「事前」效果地發揮，尤其核子武器發展形成的「共
存或共亡」
（all-or-nothing）地因果關係，更是強化了前段邏輯的應然性，甚至
可視為必然性。因此，無論是核子嚇阻、大規模報復、相互保證毀滅等，均是
著眼於運用武器地鉅大毀滅力量，防制可能地衝突或戰爭發生，並藉此達成現
狀地保持。部分戰略學者認為冷戰國際體系維繫，相當程度上，係肇因於此一
「結構性」地嚇阻能力。西方國家在談中共核戰略是則常以“最低嚇阻＂、“戰
爭—戰鬥＂97和“有限反應＂及晚近時期常用之“靈活嚇阻＂、“大規模嚇
阻＂以及“雙重嚇阻＂等術語。使用最頻繁且術語時間跨度也最大，是最低嚇
阻（Minimum Deterrence）
。98這種形式嚇阻是一種依靠一種能夠對敵人予以有限
地卻又承受不住的打擊之戰略核力量，以阻止一場蓄意進攻之戰略。而一般所
有核武的非超級大國—英、法、中共大多採此種核戰略。然此種說法是有別於
中共將核威懾以作用狀態區分為最大限度核威懾、最低限度核威懾，以及有限
核威懾的核武嚇阻戰略看法。99僅概要從西方嚇阻與中共威懾及最小威懾條件
與內容分述如後。

壹、威懾與嚇阻之差異
威懾是中共在翻譯西方常用嚇阻一詞時故意另創之新詞。在有關核子戰略
西方文獻中，最常見名詞即為"deterrence"，一般我國將其譯為「嚇阻」已有多
年。中共到 80 年代在其文獻中才出現另一種譯名「威懾」。中共對威懾一詞看
法並非不完全等同我國所言之嚇阻(deterrence)內涵，而是更具在有其他方面之
的含意。100國內學者鈕先鍾即對此作以下之概要分辨。首先是對嚇阻的意義和
運作解釋上。嚇阻就是用恐嚇(威脅)乘在敵方尚未採取某種行動之前阻止其實
際行動。其運作有賴於三個C字，即（一）能力(Capability)；
（二）可信(Crediblity)；
97

西方評論家對於中共威懾態勢認為是一種複雜的核戰鬥能力和一種核戰鬥能力之變種；也
有學者指出中共威懾目標是不能脫離戰爭—戰鬥任務；也有學者認為中共正走向一種戰略水平
上的戰爭—戰鬥核能力。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310。
98
鈕先鍾，《核子時代的戰略問題》，(台北：軍事譯粹社，1988 年 10 月)，頁 5-11。
99
王文榮，《戰略學》，頁 360-361。
100
鈕先鍾，〈中共核武發展的評估〉，《國防雜誌》，11 卷 11 期（1996 年 5 月），頁 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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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達(Communication)。換言之，必須能使對方相信此種威脅確能兌現，
始足以嚇阻他不敢採取行動。只要對方不行動則嚇阻就要算是成功。所以，嚇
阻不僅是消極而且也是無為。101其次，是另外還有一種與嚇阻相似的觀念即為
脅迫(compellence)，其目的為用威脅來迫使對方停止其已採取的某種行動，或
採取其所不想採取的行動。嚇阻並不要求對方有所反應，而脅迫則必須要求有
所反應，否則就無異於自認失敗。102而這兩種觀念間有其微妙而重要差異。西
方戰略家都認為核武器只能用於嚇阻，而不能用於脅迫，否則就可能會產生升
高危機的後果。基於此種認知，他們也就認為中共所用的「威懾」一詞即完全
等於「嚇阻」
。因此，在所有的西方文獻中都把「威懾」(weishe)譯成"deterrence"(嚇
阻)。反而言之，中共在編譯英文時固然把"deterrence"譯為威懾，但在其他場合
對於威懾一詞所採取的解釋則又非僅限於嚇阻。
概括言之，中共認為：威懾等於嚇阻加上脅迫。而從最近的證據上看來，
其對於後者的重視是已有過於前者。103中共軍科院學者謝國良即指出：
「威懾作
為一種軍事理論，戰略思想，其核心含義是在強大軍事實力基礎上，以各種非
戰方式，懾服對方，以收不戰而屈人之兵之效。或以較少的代價，獲取較大的
戰略利益。104接著他也指出：孫子提出「不戰而屈人之兵」
，標誌著我國古代威
懾思想的初步形成。105並且還說：
「時至今日，當我們談及威懾時，仍有人視其
為舶來品，殊不知威懾思想最早萌生於中國。」106因此，綜合這些論述可歸納
出以下三點：
（一）威懾不完全等於嚇阻，而還另有其積極意義。
（二）威懾要求不戰而屈人之兵，屈就是屈服，嚇阻並不含有使對方屈服意
圖。
（三）認定威懾思想萌生於中國，而並非舶來品。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以了解中共咳子戰略思想的基礎為威懾，而並非西方
戰略界所公認的嚇阻。所以，若僅從嚇阻的觀念來看中共的戰略，則我們可以
套用孫子所說的話，指出其非善之善者也。107
101

Sharon A.Watkins,“DeterrenceTheory:Expectations and Illusions,”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
-es (Dec,1982),p.429.
102
Robert J.Art,"To What End Military Powe", 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80)：4-6.
103
鈕先鍾，〈中共核武發展的評估〉，頁 50-62。
104
謝國良，「重視威懾戰略思想」為陳崇北、秦曉松、梁曉秋，《威懾戰略》(北京，軍事科
學出版社，1989 年)一書中的代序。
105
陳崇北，秦曉松，梁曉秋，《威懾戰略》(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 年)，頁 3。
106
同前揭書，頁 6。
107
鈕先鍾，〈中共核武發展的評估〉，頁 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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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共國家生存條件與嚇阻的可能形式
鮑爾廷在「衝突與國防」一書中說，如果一個國家能獨立自主，而又不可
能被人摧毀的話，那他就是具有無條件生存能力之國家。但今天，所有的國家
在巨大核武破壞力下想要具有條件生存能力是不可能的。相對的，一個可以被
摧毀國家，由於但具有相當的摧毀能力，使有能力摧毀他的國家又不擬對它採
取行動的的一種有條件生存國家能力，較能說明現在核武國家間既存的一種嚇
阻狀態。而這種有條件生存國家穩固與不穩固區分，是視當一個可被摧毀的國
家，其潛在的敵人對它發動攻擊時若必然會得不償失時，則該國便處於一種穩
固的有條件生存能力的狀況中反之則否，前述以美、蘇核武均勢情形而言是非
常明顯的。而與敵手間未具相對核武均衡國家能否同樣享有某種程度穩固的有
條件生存能力的地位則不一定，這是視它是否有能力去嚇阻一次核子打擊而
定。108法國的戰略家高洛斯（Pierre Gollois）指出，具有限核武力量國家亦擁
能力去威脅核子強國的生存，他說：
「一個較小的核子國家，利用有限度數量的
高摧毀力核子武器，可使一個敵國蒙受嚴重的損失，即使該一敵國不成比例地
強大，其情亦然。因此，所有的國家，不論其幅員大小如何，均遭到不能接受
的重大損失。」109以此觀之，可見中共積極發展核武，乃是尋求從有條件不穩
固生存國家中藉由核武去獲致穩固的生存條件。
亞洪曾經指出：
「嚇阻並無一種概括的或抽象的意識，而必須視之為個案，
即應知道從何種基礎上，在何種環境中，用何種手段時，誰能嚇阻誰。」110所
以會形成很多種不同嚇阻現象。而冷戰時期中共對外之環境與能力使他所取的
是摩根（Patrick Morgen）分類中以國家保持軍備用來作為調節國際關係之手段
的一般嚇阻而非使用於因應危機情況的立即嚇阻，這種狀況下其與敵對一方將
可能抱持一定長期的對峙政策而非真正採取先發攻擊，並持續維持一定軍備能
力而就目的來看，中共聲稱「後發制人」反擊乃為保障國家安全所做自衛、防
禦的不得不為。這是符合美國界定將保障其本身安全而採取嚇阻行動稱為最低
嚇阻（Minimum Deterrence）
，以及可能僅是一種完全以阻止敵人對我採取行動
之一種守勢嚇阻。111
1955 年原子彈發展計畫後 10 年，毛澤東所發表的一些核武計畫的指導原
則。他典型的格言是「即使我們成功了(指戰略性武器計畫)也不會擁有很多核
108

史諾（Donald M. Snow）著，
《動盪世界中的核子戰略》(Nuclear Strategy in a Dynamic World)，
錢武南譯（台北：黎明文化出版社，1986 年），頁 33-45。
109
同前揭書，頁 33-45。
110
Carl von clausewitz , on war (prineeton,1976), P.147.
111
鈕先鍾，《核子時代的戰略問題》(台北：軍事譯粹社，1988 年 10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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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中國只要幾顆原子彈就足夠了。」「戰略性武器計畫成功足以鼓舞士氣，
嚇退敵人。」
「無論何種情況，我們不會製造比其他國家更多的原子彈及飛彈。」
「只要生產量少質優的核武（少一點，好一點）。112到了 1983 年中共的領導人
鄧小平更闡述中共的核武目的聲明時再次突顯出了中共在核武器上立場，那聲
明說：
「人家有的我們也要有，而且任何國家想要用這毀滅我們它必然也將會遭
到我們給予同樣報復。」1997 年 7 月 15 日，中共解放軍軍科院李副院長於美
軍戰院演講中共核戰略中指出：
「中國的核戰略純粹是防禦性質。中國決定發展
核武是因面臨實際的核武威脅而不得不做的選擇。維持一個小量核武庫是為了
自衛的目的。…....中國的核戰略完全是防禦的，是關注在在嚇阻其它核武國家
對中國的核子勒索。」113而中共元老聶榮臻說法是，戰略性報復武器發展之初
只是要讓國家「在突然遭逢帝國主義核武攻擊時，至少擁有最低限度的武器加
以反擊。」共軍戰略學者長久以來一直保持一種看法，即以人民戰爭去抵抗或
嚇阻傳統式攻擊，用小型核武力去嚇阻核子攻擊，他們認為這兩種防禦方式應
兼籌並顧。114
參、嚇阻中的反武力與反價值
甘普（Geoffrey Kemp）認為要中等或有限核武國家要達成欲求有效，必須
擁有一種可以『嚇阻』任何一超級強國，使其不敢公開採取敵對行動能力構想
下，它便需要發展出一支具有能力足可發動第二擊的核子部隊，使經其選定的
敵方戰略目標，其中包括軍事目標、工業中心、人口密集中心在內，蒙受『不
可接受的破壞』的程度。同時根據這些需求可以評估這個中等核國家是否達到
處於穩固的有條件生存能力的地位。115也就是端視國家所擁有的核子武器數量
與種類以及其突穿力或滲透力，以及對敵先制攻擊（Preemptive attack）的安全
性（或生存力）。通常會在反武力（Counterforce）與與反價值（Countervalue）
目標之間作一正確的區別。116而以第二擊戰力能力而言，是要足以承受敵人發
動的任何可以料想得到的核子攻擊，且能保留足夠的報復兵力，實施反擊，促
使發動第一擊的敵方蒙受不可接受程度的損失。
紐豪斯描述一支理想的第二擊兵力時說：
「它應該具有延遲反應的能力；它
112

Litak Xue著、張寧倫譯，〈第二階段的戰略展望—中共核武戰略之演變〉，《中華戰略學刊》，
85 年春季刊（民國 85 年 3 月），頁 166-181。
113
“Traditional Military Thinking and the Defensive Strategy of China,” An Address at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Letort Paper No. 1, 29 August 1997, p. 7.
114
Litak Xue著、張寧倫譯，〈第二階段的戰略展望—中共核武戰略之演變〉，同前揭文。
115
史諾著，《動盪世界中的核子戰略》，頁 39-44。
116
所謂反價值目標（counter-value targeting）是指將一國核子兵力目標指向敵國的人口中心、生
產單位等。它相對地是反武力目標（counter-force targeting）是指向敵國的軍事能力（核子能力、
傳統能力獲支援能力）。同前揭書，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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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屬於一支牢不可破的部隊；以及它應該明白具有剝奪所謂的第一擊戰力
或損害限制的能力。」後面這項特性關係到武器對戰略穩定的貢獻。據說，一
個擁有第二擊戰力的國家，是屬於穩固的有條件生存能力的國家，因為，在這
種狀況下，一個潛在攻擊者，一旦發動攻擊，勢必會遭對方毀滅性的反擊。117而
對第二擊戰力發揮評估上，採取此一戰略國家，需要一些自己具信心的兵力，
自信可在遭到敵人的第一擊後生存，且能實施有效的報復行動。亦即要有在適
當的預算限額內維持一種穩定的平時作業能力；能避過敵人的攻擊而繼續生
存；下定及表明報復決心；可具攻擊敵人領土達成任務能力的武器；可突破敵
人的積極防禦系統設法摧毀敵人目標等能力。118
而史諾（Donald M. Snow）認為不管一個戰力較差核子國家所擁有兵力大
小為何？如部署方式得當，不易攻破的話（例如掩體堅固或機動陸基飛彈、海
基飛彈）
，則第二擊準則是可以採納。因為，根據定義，此類兵力數量不夠龐大，
不足以摧毀攻擊國，所以它們必須反價值目標，以便盡量去擴大潛在破壞。嚇
阻價值如何，係根據上述對第一擊之預測所持原理相同（即反擊會造成相當大
之破壞損失是大於對方攻擊時所得）。此項戰力與準則組合以法國核打擊力而
言，它又稱為『最低限度嚇阻作用』
。119冷戰期間中共核武能力遠落後其它核武
俱樂部國家。因此，一旦面臨美國發動第一擊時，將可能無法去遂行地二擊報
復而達到前述所謂「最低有限嚇阻作用」而僅是一種威脅不到美國的一種最低
的嚇阻能力，一部份是因乏足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投射系統另一部份是他遭敵先
制攻擊下產生之脆弱性。120
肆、中共核威懾運用與指導
1987 年上半年《解放軍報》的兩篇討論文章中，中共軍方將核戰略描述為
「軟威脅」121、「抗威脅戰略」122或是一種「有限自衛的戰略」。123並以威懾之
概念陳述相關論述以為與西方之別。以中共解釋威懾可為嚇阻、威脅或威懾等
方式表達，它是承襲國家大戰略，並顯現核武在軍事戰略與大戰略中地位。中

117

史諾著，《動盪世界中的核子戰略》，頁 45-49。
同前揭書，頁 52-53。
119
同前揭書，頁 52-54。
120
同前註。
121
文章中將以國防能力為優勢基礎的“硬威懾＂和以能夠增加國防報復力彈性和持久性之巨
大國防潛力為基礎的“軟威懾＂作了區分。《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309。。
122
該篇文章指出，超級大國的核威懾往往可以等同於核訛詐，而中等核大國的核戰略，包括
中共的核戰略則稱為“反威懾戰略＂，這種戰略取決於擁有和發展核武器，以在核戰爭一開始
就遏制住敵人。〈對中等核國家核戰略之我見〉
《解放軍報》
，1987 年 3 月 20 日，版 3。
123
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26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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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認為對遭核奇襲看法是受打擊最大的不是遭到襲擊地區，而是全國人民的心
理，實際上大多數戰爭都是靠摧毀敵國的作戰意志取勝的。因此，只有立即給
予有效的回擊才能挽回影響，就可以重振民心士氣。同時也認為中共是憑藉有
限的核威懾，以及外交、聯盟策略，保證了它本身安全。而其中有限的核威懾
更是中共國家安全最根本的保障措施。124中共將核威懾解釋為是以核武器為後
盾，通過威脅使用核武或必要時實施核反擊來震懾和遏制對手。因此需建立在
可信基礎上，才能產生有效戰略威懾作用，（中共核威懾內容如附表二之八）。
中共領導人從來就不相信核武器在戰爭中是決定性的，而總強調任何同中
共進行的戰爭持久性----不管是傳統戰爭還是核戰爭。持久戰之時間範圍與其空
間範圍是相緊密聯繫地。因此，中共冷戰期間若遭蘇聯核攻擊後，中共應持續
一段時間以戰略彈道飛彈對蘇聯實施反擊。而在反擊上，中共認為反應迅速、
打擊範圍大是核威懾的特點，因此以核威懾對抗敵多種威脅，對弱國而言也是
唯一現實的選擇。因此，除積極作好重點目標的保衛和全民動員的基礎外，並
準備好有效威懾手段是保衛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方法。同時也認為現實中，爲每
一種可能的戰爭手段做充分的準備是不切現實際，特別是弱國和強國對抗中，
全面對抗只能重蹈前蘇聯陷入「美國星戰計劃」陷阱覆轍中。而且即使我方具
有同等還擊手段，由於戰區地理環境和雙方戰略縱深的差異，也難以採取對等
還擊措施。因而中共在發展核反擊報復力量與思維使常採最謹慎與穩固作法，
即實力與能力結合，及漸次方式去相應。125
在反擊上中共區分為直接還擊原則與逐步升級原則。直接還擊主要是直接
對主要敵國本土進行還擊，而不是還擊暫時被佔領的我方領土上的民用目標；逐
步升級原則方面，為其戰略性核反擊戰役中避免戰爭擴大，因應採用的一種逐
步升級原則。在反擊規模上：逐步升級原則要求我方反擊規模保持一定限度，
給敵方造成的損失既要大於敵方對我襲擊的損失，也不能無限升級。因此堅持
逐步升級大原則下，還應考慮到精神震懾效果。而實行上講求慎選打擊目標、
力度及節奏的靈活性，亦即要做到孫子：
「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張弩、節如發
126
機」
。 同時也從軍事辨證引出想要和平就必須準備戰爭，想進行高技術局部戰
爭，就必須準備全面核戰爭之看法。
附表二之八：中共核武威懾定義與內容摘要

124

<面對核威懾中國如何進行戰役核反擊準備>，新浪軍事http://jczs.news.sina.com.cn10:41
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268。
126
<面對核威懾中國如何進行戰役核反擊準備>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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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核威懾定義與相關內容
以核武器為後盾，通過威脅使用核武或必要時實施核反擊來震懾和遏制對手。
是把使用核武器或實施核反擊的可能性以及採取此種行動可能引起嚴重後果預先
實質內容 警告對手，使對手通過利弊得失的權衡而產生畏懼心理，被迫服從威懾者敵意志
或放棄原先的企圖，從而使威懾者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
是一種有限自衛反擊戰略思維。
軍事戰略
一、它是防禦性的，人不犯我，我不犯人；二、是抗威懾，反訛詐；三、有限而
意義
有效；四、主張共同銷毀，在常規加核的公式上是不等量減不等量。
一、要有一支足夠的、可靠的核力量；
基本要素 二、要有必要時使用核武的決心；
三、要使對手對前述兩點有清醒的認識和理解，從而影響對手決策和行動。
性質
一、進攻性核威懾：超級大國長期以核武器為實力基礎的威懾戰略；
區分
二、自衛的防禦性威懾：中國有限的核力量自衛性手段的威懾戰略。
一、最大限度核威懾：以強大的核優勢為後盾，以大規模核襲擊相威脅來遏制對
手。要求達到目標是：能夠通過第一次核打擊解除對方武裝；能在最大限度
地減少自身遭受損失；能夠在核危機對抗中掌握主動，並能在核打擊後保持
自己行動自由。
二、最低限度核威懾：基本思想是由於任何國家多難以承受最低限度的核打擊，
力量作用
所以只要擁有少量、單一形式的核武器，對準對方城市目標，把對方」人口
區分
和社會財富當作“人質＂和“抵押品＂，就足以對對方構成有效的核威懾。
三、有限核武懾：這是處于最大限度核威懾及最低限度核威懾之間的一種狀態。
戰略構想不是謀求與對手力量均等，而是保持一支符合足夠原則的核報復力
量，足以給對方造成一定的但同樣是無法承受的破壞，以此來威脅對手，制
止核戰爭的一種“以弱制強＂核戰略。
一、確定核威懾目標。首要目標是避免核戰爭，並可通過核威懾運用達到其它方
面政治目標。
二、掌握對手心理狀態和意圖。核威懾作用機制就在于把核報復的威力轉化成一
種心理壓力，因此在進行威懾時，必須先認真分析對方政策取向及其決策、
行為方式，綜合考量其戰略意圖心理狀況和決策者個人因素等。
威懾
三、以多種方法表明決心。威懾實際上是一場意志的較量，決心和意志對取得核
運用
威懾的成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四、實施多層次的威懾。在運用核威懾手段時，應具有層次性，以增強威懾的效
果。多層次涵義即是，把威懾手段的運用劃分若干等級，針對面臨的威脅逐
級投入使用，力爭在較低等級上達成遏制對手效果；如不能有效解決，則逐
步提升威懾。
資料來源：綜整自王文榮，《戰略學》，（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 年 10 月），頁 357-362；；
李際鈞，《軍事戰略思維》，（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年 6 月），頁 177。
定義

伍、核反擊部署與運用
一、部署發展方面，中共視其核武庫規模而定，來改變部署及運用。主要
有五個原則：
（一）小而全：中共長期以來追求「小而全」的原則發展多種武器
系統而不追求高產量；
（二）三合一的戰略武力：中共不僅發展，部署三合一戰
略武器，並使一體中的每一個支柱的武器多樣化以符合不同程度衝突地需求；
（三）)高輻射武器；（四）戰術核武性能：從 1950 年到 1970 年間中共決定只
建立戰略性武器，直到 1980 年代北京才改變戰略；（五）生存力及穿透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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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不首先使用的政策導致它發展第二波攻擊能力。
二、在戰力保存上，北京命令所有戰略性武器的部署必須符合隱密性及分
散性原則。冷戰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原則是把傳統「游擊戰」藝術運用於部署戰
略性武器上。（一）隱密性：把飛彈裝置於「海底或洞穴之中」。此外，他們也
力致於將地面飛彈裝置於海上發射平臺。中共曾將所有的地面飛彈裝設在森林
茂密山區的洞穴中及堅固掩體中；
（二）24 小時警戒系統：1980 年代初期之前，
DF-3、DF-4、DF-5 飛彈在第一線服役，但反應能力低，此系統係中央軍委會
於 1984 年成立；
（三）游擊戰戰術：為了突現鄧小平「以現代武器引導游擊戰」
的指示，第二砲兵命令他的戰鬥單位在艱困環境中作全天候的訓練；
（四）強調
防禦方法：為了減少核戰的損害，中共致力於發展防衛性武力，包括積極性防
衛(如防空能力)及消極性防衛（民防）
，戰略武力的保護措施及大規模的撤退。
即使在核子爆炸、區域轟炸及化學毒氣散布的情形下，中國的指揮中心可以「不
受干擾地下達命令」發動核子還擊。127
三、運用的政策方面，因為核子武器具有神秘性，如何運用核武是中國核
武戰略中最令人不解的地方，以下是已知的五項指導原則：
（一）首先使用：中
國強調保證不先動用核武並列為國家政策，共軍戰略學家簡化此原則為 4 個字
「後發制人」
；（二）集中指揮：中共認為不論任程度的核子反擊必須由中央軍
委會統一指揮。只在上級領導階層達成共識的情形下，方由軍委會主席下達動
用核武還擊的命令；（三）區域目標理論：中共元老張愛萍曾說：「中蘇間的核
子戰爭一旦爆發，中國的洲際彈道飛彈如果誤擊波修伊劇院（the Bolshoi
Theater）而非克里姆林宮，我看不出這中間差別有多大。」因為中共核輻射量
大，正確性低，只能用於還擊以攻擊軟性目標，如政治、經濟中心、戰略武器
基地、海、空軍基地，通信指揮中心、領導中心、及部隊集結地區；
（四）無預
警發射：中共不可能採取先預警再發射的戰略，換言之，當他們偵測到即將來
臨的侵襲就開始還擊，而非等敵彈爆炸才行動。第二砲兵發展出一系列先進系
統來蒐集精確的核爆訊息，我相信中共發動核武反擊最佳時機是在敵人第一波
核子彈頭爆炸後任何時刻；
（五）拒絕「外科手術」：中共不會允許任何敵人在
其核武戰略上施以「外科手術」
。一旦核子的「外科手術」加諸於其戰略要點，
128
中共會竭盡所能實施還擊。 這些迄今仍為中共所在遵循。

127
128

Litak Xue著、張寧倫譯，〈中共核武戰略之演變〉，頁 166-181。
同前註。

47

後冷戰時期中共核武戰略與發展之研究

第四節

冷戰時期中共核武實力研析

核武系統組成部分：彈頭（炸藥）
：大小、反分裂反應型態（分裂-融合-分
裂反應方式）
；投射工具（發射架）
：燃料型態液體至固體、載具機動及存活度；
導引及管制：人造衛星及微電腦運算與制導能力；研究發展與試驗評核處理程
序：即發現、發明、革新、發展、科技演進，及試驗。這些相關組成因素的能
力優劣將直接影響核武實際展現之能力。中共從 1970 年代的試驗方式顯示其工
作在從較輕的武器獲得較大的威力，同時依據中央情報局判斷，中共在 1972
年至 1977 年這五年間軍事支出不變，而工業生產力在同時期內卻已增長了百分
之五十以上，事實上顯示在技術上應會隨工業化程度有一定成長。但國外學者
觀察在 80 年代前任何時期並未大量製造核子武器企圖。相反的，據一些有關它
的核子計畫資料中顯示出中共的工作十分審慎，先求逐步精通技術，然後獲得
製造的能力，再大量生產。在當時，並無任何「趕工」計晝來建造核子武器的
工具。正如附表中顯示，中共至少從 1973 年起已從事發展洲際飛彈，並於 1980
年代中期開始部署了一、兩枚「射程有限」的洲際飛彈，且冷戰結束前中共尚
未製造成功任何型式的固體燃料飛彈。僅分析如後。

壹、核彈頭製造方面
冷戰期間西方對中共核武幾乎是一無所知。中共的核子計畫在蘇俄的合作
之下，自 1950 年代後期展開。中共的原子彈在 1964 年 10 月於羅布泊試驗場首
次試爆後在以後六年間，中共從核子分裂武器進展到熱核子武器（氫彈）
；試驗
計晝顯示出其轉變過程相當順利；中共僅在短短的三年期間便完成這種轉變，
比美國、蘇俄、英國、法國所花的時間為少。雖然中共發展核武己有 40 幾年的
歷史，但有關其核子能力的資訊始終是在高度保密之中。所以，其他國家所作
的評估都只能算是一種合理的猜測，而其間也有很多的差異。一般的研判是認
為中共的核武數量大致與法英兩國相當，但對於其詳細的分類則有各種不同評
估。美國陸軍部在 1988 年的研究報告說：中共為世界弟三大核武國家，擁有一
支由 225-300 顆彈頭所組成的並具有可信性的小型核子嚇阻兵力。美國天然資
源防衛委員會(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最近估計中共約有彈頭
450 顆，其中又約有 300 顆已經部署在戰略「三合一」
（triad）組織之內。雖然
這些估計似乎相當吻合，但也有其他專家認為中共的儲備量（stockplle）
，可能
要比此種估計高出兩三倍，（中共核武彈頭迄今數量比較如附表二之九）。129
129

John Caldwell and Alexanber T,Lennon, “China's Nucle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Strategy
Rview(Fall 19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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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九：中共核武彈頭儲存之評估:1964-2003
1964-1985
年代

戰略核武

1964

1985--2003
戰術核武

年代

戰略核武

戰術核武

1

1984

415

120

1965

5

1985

425

1966

20

1986

425

1967

25

1987

415

1968

35

1988

430

1969

50

1989

435

1970

75

1990

435

1971

100

1991

435

1972

130

1992

435

1973

150

1993

435

1974

170

1994

435

1975

185

1995

425

1976

190

1996

400

1977

200

1997

400

1978

220

1998

400

1979

235

1999

400

1980

280

2000

400

1981

330

2001

400

1982

360

2002

400

1983

380

2003

400↑

5

30

75

135

150

150

備註：總數含戰略與戰術（短程導彈、火砲及原子爆炸）核彈頭。以彈頭威
力言的界定是將威力大於兩萬頓 TNT（20KT）以上者歸類戰略性核武；
較前低之小當量威力核彈頭為戰術核武。戰術核武分有各種發射方式
的飛彈核武器、反潛核武器、核子航彈、核子火箭、小型核子彈(TNT
當量為 2000～5000 噸)、中子彈、近程核飛彈、核子炮彈、核子魚雷、
核子水雷和核子地雷等都屬於戰術核子武器。中共從未正式對外公開
宣稱擁有戰術。
資料來源：Nuclear Weapons Databook, Volume V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 359; Robert S.
Norris, "Nuclear Arse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China: A Status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5th ISODARCO Beijing Seminar on Arms Control, Chengdu, China,
November 1996;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2,"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November/Dec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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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投射系統方面
在核武系統中，彈頭與投擲工具是不可分的，但投擲工具發展比彈頭又遠
較複雜。中共自 1982 年開始，戰略核武投擲工具即已初步完成「三合一」的態
勢，包括三種系統：
（一）陸基飛彈，
（二）海基飛彈，
（三）戰略轟炸機。由於
所需技術水準較高，所以中共在投擲工具方面的進步，遂不如在彈頭方面那樣
迅速順利。中共核子軍備的主力為陸基飛彈。1958 年開始發展「東風」(dongfeng
簡稱DF)系列的東風 1(DF-1)，原預計 1962 年完成，射程定為 2,000 公里，載重
定為 1,500 公斤。但其發展比預期遠較困難，於是在 1960 年改以射程較短(1,200
公里)的東風 2(DF-2)為首先發展的目標。1964 年 6 月始試射成功，加以改進後
定名為東風 2A(DF-2A)，於同年 11 月再試射成功，射程 1,250 公里，載重 1,500
公斤。大約一個月之前，中共第一顆原子彈也試爆成功，但彈頭共重 1,750 公
斤，超過DF-2A的載量，因此必須縮減始能配合。直到 1966 年 10 月 27 日，中
共才把第一顆裝置核子彈頭(1,290 公斤)的DF-2A飛彈試射成功。這也是中共的
第一種戰略飛彈130。此後中共仍繼續發展「東風」系列：DF-3(2,650 公里)，
DF-3A(2,800 公里)，DF-4(4,750 公里)，DF-5(12,000 公里)，DF-5A(13,000 公里)。
1984 年中共當局認為大戰不可能在 15 年之內發生，所以，可有充分時間改進
其第一代武器和發展第二代武器。於是第一代武器的最後一個DF-6 發展計畫遂
中止。
海基核武力量載具方面，自 1970 年後，由於技術問題中共擁有「高爾夫」
級艇潛，具裝有兩具飛彈發射管，但未裝配飛彈，一直到 80 年代中後期才取得
改善。中共的潛艦發射彈道(SLBM)「巨浪 1 號」(JLl)是從 1967 年開始研發，
進展得很慢，直到 1982 年 10 月始從一艘傳統動力的高爾夫級(Golf-cIass)潛艦
上試射成功。中共的第二艘核子動力彈道飛彈潛艦(SSBN)是在 1981 年 4 月開
始下水但直到 1986 年才獲得充分的運作能力。它裝置 12 顆「巨浪 1 號」飛彈
(CSS-N-3)，均為單彈頭，威力為 200-30OKT，射程偽 1,700 公里。目前中共仍
只有一艘，西方人稱之為 「夏級」(Xia-class)，但也有人說已有兩艘。由於核
子潛艦成本又貴，而中共當局又較重視陸基武器，所以其數量似乎不可能大量
增加131。中共導戰年度導彈生產數量概況如附圖二之五。

130

John W. Lewis and Hua Di, “China's Ballistic Mssile Programs:Technologics,Strategies,Goals,”
Internation Security (Fall1922):l5.
131
歐淑惠，〈中共戰略的分析：主要因素與演變趨勢〉(淡江大學戰略所碩士論文,1993),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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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之五：1978-1994 年中共導彈生產數量分析(未計短程導彈 SRBMs)
單位：枚

資料來源: "China: Military Material Production," unclassified DIA estimat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Bolling AFB, Bolling, Maryland, 1996.

戰略轟炸機是三種投擲系統中最古老的一種。中共目前共有三種飛機可以
用來投擲核子炸彈。其主力為轟六式(H-6)，偽蘇聯 Su-16 的仿製品，總數約百
餘架，其次為轟五式，(H-5)，為仿造 IL-28 的輕轟炸機，總數約 500 架，其中
有部分可用來執行戰略任務。此外，還有殲五式(Q-5)式攻擊機，也可能具有核
子能力。雖然目前轟炸機在數量上仍佔中共全部核子投擲系統之一半，但飛機
都已老舊而且也日益不受重視。
參、發展與部署能力方面
一、中共核彈頭發展至少有四個顯著特點：
（一）按計畫早期起步：中共於 1956 年建立原子能研究設計院，並早於
50 年初即大規模準備相關原料與設備，55 年在其國防部成立原能子委員會，由
劉伯承元帥直接領導，整個正式授權估計是在 1956 開始。
（二）跳躍式前進：通過跳躍式的前進，在技術上跳過某些中間環節，而
不是逐步地按部就班之前進。如以下幾項重要事證，首先，中共在 1964 年試驗
原子彈初級階段沒有經過其它國家核武試驗的預備階段，以應用更尖端內裂引
爆技術和濃縮鈾（u-235）技術與材料替代一般使用之炮筒引爆技術與鈽—239
裂變材料，同時與此應用試驗同時已為下一步發展氫彈作打算。
（三）中共將爆炸原子彈（裂變）和氫彈（聚變）的時間縮短到史無前例
的地步 32 個月第三，中共減少了機載原子彈的重量，並以不到美國發展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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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之三分之一，接近兩年內製造出第一顆核子飛彈132。
（四）最少資源地有效管理：初期 50 年代中共不論是發展所需技術和物質
資源缺乏，且於 1960 年蘇聯撤銷對其全部技術援助狀況下，中共集中最大限度
人才、資金與各方面力量，由中央軍委會統籌支援使其核武器研製居於尖端科
學之優先地位。也強調依靠有限地人力克服惡劣物質條件來滿足最低限度資源
的最大需求。
（五）超越軍事意義的爆炸：中共核爆炸，在武器發展過程中除具明顯地
軍事意義，但同時也超出純粹軍事領域，有著政治和心理上深遠意義。例如出
於超越軍事意義目的，在首次核試驗成功，中共發表一份「反帝國主義」聲明，
聲稱中共核彈頭技術上突破美帝國主義和蘇聯地沈重打擊，是對「世界革命人
民」，包括越南、阿拉伯人民，特別是巴基斯坦人民之鼓舞。133
二、陸基導彈發展方面
（一）早期創造和躍進：中共在 60-70 年代初，陸基飛彈成功飛速發展和
部署，主要歸功於中共飛彈計畫的初期創造勞動性和和跳躍式前進。早在 1956
年中共即開始實施研製飛彈的計畫和研製核武器之計畫，且其研製飛彈計畫中
亦以分步跳躍方式推動，當時指導方針是“縮短戰線、任務分等、抓住關鍵＂。
（二）分散、隱蔽和機動性：中共陸基飛彈力量因部署的形式而形成分散、
隱蔽和機動性等獨特之處。自 70 年代末，中共在約 150 個不同的地方分散地部
署陸基飛彈，除散布地點相距甚遠外，並以隱蔽於洞穴或 15000 英尺高山上，
或是長江沿岸深谷，或是經過偽裝過之熱帶森林中。同時為降低飛彈易受攻擊
性，陸基飛彈都盡可能地設計成機動式的，大部分中遠程彈道飛彈是可再定位。
80 年代西方觀察家都認為，沒有誰能在第一擊中摧毀中共所有的陸基飛彈。這
也使得中共在受到先發制人之攻擊後，仍能保有第二次打擊能力。
（三）有限部署和積極改進：中共陸基飛彈的部署量增加非常慢，1973 年
約 65 枚，20 年後僅達到約 110—120 枚之間，而伴隨數量緩慢增長是從中程飛
彈跨越到長程洲際飛彈武器系列飛速發展。因此，可見其最小限度增長是源於
審慎選擇，同時藉著質量改進優先於生產數量增長，最終也使其在陸基飛彈武
器系列上，於 1980 年代初超過了英、法兩國。

132

美國花 6 年時間（1945~1951）將重量當量比從 1:5 減少到 1:20，而中共僅以兩年時間內
（1964
年 10 月~1966 年 10 月）就成功地從 1:2 減少到 1:20。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
武力》（台北：台灣學生出版社，1999 年 2 月），頁 125-129。
133
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試驗時間間隔分別為：美國 7 年（1945-1954），蘇聯 4 年（1949
-1953）
，英國 5 年（1952-1957）
，法國 8 年（1960-1968）
，中共 2 年零 8 個月（196410~19676）
。
林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略武力》，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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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基導彈發展方面
（一）跳躍式前進方面：第一，以非核動力之傳統潛艇作為出發點，以獲
得更尖端和性能更高級的核動力飛彈潛艇；第二，從傳統飛彈潛艇到戰略核潛
艇的中間環節是核動力攻擊潛艇，在建造傳統飛彈潛艇之前 4 年就有建造核動
力潛艇之計畫；第三，從其發展海上核威懾力量採取跳躍式前進，說明在 50
年代即已考慮發展海上核飛彈力量，最終並以傳統飛彈潛艇、核攻擊潛艇和戰
略核潛艇皆將攜帶核飛彈。
（二）最少投入方面：第一，直到發展到了戰略核潛艇水平，中共才開始
飛彈潛艇；第二，除戰略核潛艇外，彈道飛彈潛艇和至少一艘核攻擊潛艇最後
都安裝了適合本國飛彈的發射管，以最大限度地利用現有資源增加海上戰略力
量；第三，獲得實用的潛射尋航飛彈能力反映了節省成本考慮。 134。
四、空中與戰術核武方面。由於冷戰期間初期，中共飛機很難能對蘇俄形
成實質的核子威脅。這些飛機罕能突破蘇俄的防空，中共深知這問題，對它的
飛機擔任核子任務並不寄予信心。例如，中共庫存核子武器似乎不包括重力炸
彈在內，而核子試驗著重於改進重量與威力比率，亦可見其不走空中投送武器
的路線，135惟在核彈存量上仍維持一定需求能力。至於有關戰術核子武器的發
展，中共是從未發表任何資訊，甚至也不承認已有此種武器的存在。不過，中
共所進行的試爆中至少有 12 次是爆炸威力在 20KT以下，似乎可以顯示其正在
研發戰術武器136另近期美國情報機構分析中共從 70 年代和 80 年代期間開始發
展更低當量核的武器並持續測試 200 萬噸級核彈頭。並在 1977 年 9 月及 1978
年 3 月和 1980 年 10 月分別測試 20 千噸以下戰術核武器，並在 1983 中共解放
軍內部開始出版相關教則及指南。
1984 美國國防情報機構(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 DIA)解密報告評估計
中共當時庫存有一定原子彈(atomic demolition munitions, ADMs)，雖然沒有證據
證實他們被生產或部署，但也注意到那時中共大概沒有可以用火砲射擊之的戰
術核彈頭。而事實上美國情報機構DIA也承認對中共解放軍使用戰術或戰區核
武器方面的所知是十分有限。僅概知 1988 年中共曾可能進行了一次中子彈的試
爆。137同時，中共在 1999 年也公開承認了有關考美國國會考克斯（COX）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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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中共在 70 年代和 80 年代即已成功獲得中子彈設計的技術。138
五、太空與科技方面。太空計畫方面，有些觀察家認為中共衛星雖已被用
於非軍事目的上，但其主要動機是建立太空核彈發射系統。中共太空計畫發展
從過去到現在已有許多重大突破：1970 年 4 月 24 日首次衛星發射；1975 年 11
月 26 日衛星回收；1981 年 9 月 20 日用一個火箭同時發射三顆衛星；1983 年 4
月 8 日同步通信衛星定點成功。而以整個持續發展過程來看，它有兩個值得注
意地方：第一，中共太空計畫絕非無長遠目標而得過且過。第二，太空發展計
畫與核武器計畫是平行的，同時開始，同時減緩速度，如同 50 年代末中央軍委
給國防科工委所建議之“齊頭並進＂之戰略方針。而以純軍事意義角度探討，
中共的太空計畫有幾個戰略目的。這個計畫通過改進導引系統而提高了洲際飛
彈準確度。它增強了中共戰略核力量的指揮、控制和通信能力。
自 1975 年 7 月第三顆衛星發射以來，它方便了軍事情報的蒐集。也加強了
中共民防和防空警戒。中共太空計畫最終能形成戰略防衛能力。自 1986 年 3 月
3 日中共開始推動「863 計畫」起，解放軍開始邁向「點穴戰爭」的新紀元。而
其總歸目標為建立中共國防在 21 世紀抗衡西方國家的科技基礎。期望能在二彈
一星（核子彈、導彈、人造衛星）及自行發展電磁脈衝作戰武器有所突破。139
肆、綜合研析
一、中共核武發展策略如同其他核武國家一樣，是隨其科技的進展調整，
而一開始，中國的核武器計劃是靠著外國協助、國內技術和間諜活動等之混雜
方式中發展。冷戰時期核武現代化，是從 1980 年代第一次藉由聚變（中子彈）
而研發戰術核武後開始。140從發展事實上來看，自 1964 年首次核試爆到 1985
年，中共成功地進行了潛艇發射彈道飛彈（SLCM）試驗，期間中共至少已進
行了 29 次核試驗。在著 20 多年間，中共核彈頭有明顯進步，產品種類範圍很
廣。在數量上看，中共核彈頭儲存量穩定增長。自 70 年 50 枚，到 80 年代發展
至 1 千餘枚。核彈頭儲存量 1975 年一後超過了法國，1980 年後超過了英國。141
二、隨著飛彈射程的增加，其假想目標也由以東風二號鎖定美國駐日基地，
延伸到以東風 3 號飛彈鎖定 美國駐菲基地，再延伸到以東風 4 號飛彈鎖定美國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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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島的B-52 轟炸機基地和莫斯科。至於東風 5 號飛彈射程則涵蓋整個蘇聯的
歐亞領土。所有的假想目標由於多是不設防的城市，所以中共比較注重飛彈的
破壞力而不住重飛彈的準確性。為了遂行第二波還擊的力量，中共也發展出可
以隱藏在山洞或地窖內的機動性飛彈，一直到 1985 年機動發射之東風 21 型中
程導彈試射成功後，中共才開始邁入更精準及更大存活的階段。另外，雖然中
共很早就開始研發潛艦投射科技，但是由於固態燃料推進技術上尚有瓶頸未突
破，使中共不願犯了 「孤注一擲」的兵家大忌。142早期核能力如附表二之十。
附表二之十：1970-1980 中共核子能力表
1970 至 1980 年間中共的核子能力

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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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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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
40-50
）
T）
20-30
CSS-2
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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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 完成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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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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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970 年高爾夫（G 級）潛艦無飛彈裝置。
資料來源：摘自伯特藍（Christoph Bertram）主編，《戰略嚇阻的未來》，謝永湉譯（台北：
黎明文化出版社，1985 年），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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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洲際導彈（ICBMs）由於是使用液態燃料發射需要一定時間，以
及其本身缺乏堅固的彈艙與飛彈自動制導能力不足等問題，這也引起中國大陸
領導人對核武生存的即時第二擊反擊能力提出質疑。僅在 1985 年以後才發展出
固態燃料的中程導彈，但至 80 年代末期唯一能威脅美國的東風五仍未有重大突
破。在中國海基的核武力量(一艘夏級潛水艇裝置有十二枚中程彈道飛彈)，由
於操作性仍不穩定，對莫斯科或華府並不造成可確信的威脅。143夏級核子潛艦
從未出中共領海之外，被認為仍存在著於現代反潛作戰技術下的脆弱，要克服
前述存活與有效反擊疑慮，中共將會追求更小當量，具機動力導彈的發展。
四、雖然中共核力量遠比美、蘇弱小，但由於美、蘇對抗是當時世界的主
要矛盾，冷戰期間美、蘇國力此消彼長，雙方中弱勢的一方都希望借助中國平
衡對方力量。因此，中共可以地利用美、蘇矛盾，聯合美蘇之間相對弱小的一
方對抗強大的一方。總體上，當中共受其中一方核威脅時，就同時受到另一方
的保護。即使在越南戰爭期間，中共與美、蘇同時交惡，但是美蘇雙方仍然制
約著對方對中共的威脅。冷戰時期中共受核武器威脅程度可以概括爲「A-（R+C）
或R-（A+C）」，其中A、R、C分別代表美、蘇、中三大國的核武器總量)。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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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中共核武發展是溯自 1950 年韓戰期間，中共深覺軍事科技膛乎西方國家之
後，及毛澤東等高層領導人將擁有核武是成為大國的必備條件，或最起碼也是
代表軍事強權象徵的認知。145而其發展理由，如同當時法國喊出「核武的運用
是為了維護世界地位，它是國家主權以及對付外來侵略的最後手段。」以及深
怕受到美、蘇核武的攻擊。146在發展和部署核武過程中共是經過謹慎的計畫，
兼顧了現實的需要和突破現實的選擇。147同時不同於，美、蘇是在現代科學及
工業基礎上發展核武，中共則是寄望從潛艦及其他戰略武器計畫提供另外一種
組織、創造、資助此基礎的途徑來達成他們的長程目標，不僅要使科學及工業
優勢並要增進國家安全。因此，沒有任何事可以撼動毛澤東藉由核武發展重建
中共國際地位夢想。而與蘇聯結盟是建立中共國際地位的一著棋。戰略性武器
也成為達到此一政治目標的工具。148
80 年代中共僅以 100 枚核彈頭就足以構成其嚇阻力量，不同於美國雖擁有
數千枚彈頭仍感不足現象，這種事實說明了嚇阻對這兩個不同制度國家而言，
實有不同意義。就中共言，嚇阻意義祇是最低限的：中共誓言不首先使用核子
武器---因而不會用任何核子壓力---也沒有盟邦需要它以嚇阻來保護。在中共廣
泛嚇阻範圍內，核子也許祇擔任一小小角色，但目標是很確定的，那就是蘇俄。
在這些方面，中共和 1980 年代的準核子國家沒有針對性的嚇阻目標上是完全不
同。這些準核子國家，大多數擁有小規模，無組織核子武力，亦無真正的理論
根據。對他們來說，核子武是軍事工具，也是國家威望象徵，也是政治影響力
泉源，以及也是是防止鄰邦首先獲得核子武器的目的。
從中共相較於其它核武國家核武力量而言，冷戰初期其核武質量遠遠低於
法國，且機動性與存活能力不足，以及精確度不夠等皆使其不易去執行反武力
的反擊，同時能對美國造成直接嚇阻力量也僅有一型導彈，因此冷戰期間 1985
年前中共核武戰力可以視為遠低於「最低嚇阻」的水平，而至 1985 年後才具實
質『最低嚇阻』水平，然此種嚇阻依薄富爾看法，假使不能擊敗敵方主要打擊
力量，則將勢必遭到敵巨大報復。所以，為強化遭敵地一擊後的反擊能力，勢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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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一定要朝減少警戒戰備時間、強化反擊回應速度、強化反擊武力安全措施等。
以迫使敵對於每一目標必須消耗大量武器，而取得一定平衡。149至於是否會可
能到達所謂『限制性嚇阻』事實是必須從核武多樣化、聯合兵種、核戰術或和
攻擊後戰爭、大規模核武庫、打擊軍事目標、C4I生存能力、戰略防禦及防空及
勝利等性質檢視，冷戰期間中共是未具備全述應具條件。150因此，冷戰時期中
共核武是一種最低限度核威懾形式。
中共看待核武威懾如同其它軍事鬥爭形式一樣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由
於政治目的不同，核武懾具有不同的性質。同樣，中共有限的核力量也是同樣
具有威懾功能。而這威懾作用是因為既存在世上核威脅形勢下被迫的自衛手
段，對制止核戰爭爆發，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作用。且與霸權的
核武懾有所不同，也是中共在戰略與其國家目標與可用手段上的一種結合。151因
此，可以看出 1985 年後，由於經濟實力及國際環境情勢不同，中共在核戰略發
展與準備也有不同的調整。尤其，針對以有限程度的核武以遏止戰爭爆發要求
下，如何確保有限、有效核威懾反擊力量乃成為跨冷戰後其戰略上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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