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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政策建言書 

壹、未來四年情勢綜合研判 

一、兩岸關係和緩 

   馬英九總統連任後，在兩岸政策將繼續以中華民國憲法為依據，以「九二共

識，一中各表」為基礎，秉持「不統、不獨、不武」的原則，與大陸發展互動關

係。基於過去四年的經驗，只要台灣能堅持「九二共識」的原則，即可與大陸有

和平互動的基礎。儘管雙方對於「九二共識」的內容有不盡一致的認知，但都願

意在保持模糊及各自表述的原則下，維持兩岸的和平互動關係。因此，在馬總統

延續第一任期的兩岸政策下，未來四年兩岸的情勢應會繼續維持穩定和平，交流

合作的關係將繼續擴大深化。儘管中共的軍力將持續的成長，對台的武力部署也

可能不變，但是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低，中共也不太可能以其所擁有的

武力對台灣進行直接的威嚇，我國所面臨的國防安全威脅將會降低。 

二、國際及國內經濟不景氣 

   預估未來四年歐債的衝擊仍將持續下去，並拖累或延緩全球經濟經濟的復

甦。台灣由於高度的對外經貿依賴，必然受到歐債及全球不景氣的衝擊，影響了

國內經濟的成長。國家的資源將首先用來對抗國際經濟的衝擊，確保國內經濟的

復甦及成長，創造就業機會，縮短貧富差距，增加社會福利。在經濟困難及預算

有限的情形下，未來四年國防支出將受到排擠，難以明顯增加。 

三、美國亞太戰略調整 

   美國將繼續推動重返東亞的政策，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強化與盟邦

及友邦的雙邊關係，並制衡中共在此一地區的權力擴張。如果歐巴馬獲得連任，

將繼續維持目前的政策，如果共和黨獲勝，將可能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政策。但

是美國的經濟仍在復甦階段，且美中間的經貿關係密切，不論何黨上台，仍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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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共維持交往及合作關係，不會採取全面對抗的政策。從美國的戰略利益而

言，將樂見兩岸關係維持和緩，對於兩岸推動和平協議與軍事互信機制應是樂觀

其成，不會刻意阻止。但是，美方希望兩岸政治及軍事關係的發展能夠漸進及透

明化，讓美方能夠事先獲知，不要立即大幅改變兩岸關係現狀。 

四、中共崛起及兩岸軍力繼續失衡 

   中共崛起尤其是在國防預算增加及兵力投射增強，使台海兩岸的軍力失衡更

為擴大。中共國防預算自 2007 年的 449 億美金以來，到了 2011 年成長為 910 億

美金，約多了一倍。根據美國國防部的估計，中共國防經費約為公告的 2-3 倍。

台灣在整體 GDP 規模與相對經濟成長難以與中共相比。中共軍力發展實際上以

超越台灣的想定，不單以台灣為對手，而是將美國甚至日本可能在台海危機的軍

事部署，列入因應的考量。這種「圍點打援」的戰略，逐漸發展出「反介入及區

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 A2AD），迫使美國無法接近台海進行救

援。台灣東部被視為「後山」，在國防上相對安全，但是中共的軍力發展尤其是

海軍艦隊編組多次經由台灣北部海域進入西太平洋，甚至繞道台灣東部，經過巴

士海峽南下進入南海海域。這些發展已對台灣造成包圍式的全方位打擊威脅。 

五、中共崛起對美國兩岸政策影響 

   中共崛起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形成最直接的挑戰。美國在中共大幅增加

國防預算、加緊軍事現代化，使美國逐漸感受到壓力，前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表示，中共在網路和反衛星作戰、防空和反艦武器、以及彈道飛彈上的

投資，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軍力投射能力，特別是美國前進部署的空軍基地和航

母戰鬥群。中共軍力崛起限制美國在東亞行動的自由，使美國軍事介入東海、台

海、南海的風險增大。中共發展的軍事「反介入」戰術，包括：擁有可攻擊距中

國本土約 1,500 公里第一島鏈內的美國海軍基地及航空母艦的彈道（東風 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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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弋飛彈及殲擊機。因此，美國國防部需要繼續發展「空海一體戰概念」（Air/Sea 

Battle operational concept，ASBC），確保區域軍力穩定平衡。 

   歐巴馬政府計畫在未來 10 年刪減國防預算約 4700 億美金，引起諸多的關注

與批評。中共軍力崛起也可能使美國因為干預風險過高，而提早對台灣作為予以

節制，以避免台海緊張，使台灣的自由與主體空間因而受到擠壓。 

六、天然災害 

   在台灣天災頻傳之下，文人政府重視民意，國家安全面向擴大，尤其是 2003

年 SARS、2009 年「八八水災」之後，國軍出動涉入「非戰爭型軍事行動」的頻

率愈來愈高。更正確而言，國軍涉入的是以軍事人員、器具及行動涉入搶救天然

災害，協助中央及縣市民事政府恢復秩序的 MSCA（Military Support to Civil 

Authorities）。若過去長期以來，中共是台灣的唯一安全威脅，現在加上每年侵襲

台灣的天然災害，後者的威脅與破壞性甚至凌駕前者之上。尤其，台海兩岸相對

穩定，兩岸交流日益密切，傳統安全威脅降低，注意力導向非傳統安全威脅或「人

類安全」(human security)範疇，加上各國與聯合國重視防救災，並視人道救援為

發展問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更提到：氣候變遷造成更多嚴重及更多天然災

害，聯合國在 2015 年有道義、社會及經濟義務強化因應的能力，以達成「聯合

國千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七、少子化趨勢 

   台灣人口結構因出生率降低及老齡化產生嚴重的變化。其中，少子化尤其將

影響到兵員的募集，及父母能否安心將子女送往部隊服役。少子化的趨勢已影響

到「募兵制」的推動，以使得國軍總員額必須往下修正。自 2021 年起可徵募役

男下滑至 10 萬人之下（94,017 人），然後一路下滑至 2025 年將約有 75,338 人。

少子化可能使國軍的總員額的男女比例發生變化，也將面臨到警察、海巡類似性

質需求機關在招募上的競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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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預判役男人數 

2021 年    94,017 

2022 年   90,398 

2023 年  83,453 

2024 年   80,044 

2025 年  75,338 

  資料來源：民國一○○年國防報告書。 

 

貳、新情勢給我國的機會與挑戰 

一、機會 

（一）兩岸關係和緩給予國防改革契機 

   首先，在兩岸關係持續緩和的情形下，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減少，台灣面

臨的軍事威脅將降低，恰可因應因國家財政資源受限及施政目標調整所限制的國

防支出。同時，在國家立即軍事威脅降低的情形下，也為我國的國防改革創造了

機遇期，可以在未來四年較長的時間內，對於國防的政策、組織架構、人力及物

力資源、文化及作為進行調整，以提升國防力量，確保國家安全。 

   其次，在兩岸關係持續增進的情形下，也為軍事關係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

件，多數台灣人民及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也會支持兩岸和平關係的增進。關

於兩岸和平協議的簽訂，馬總統在選舉時已公開宣示必須經過公投的機制，短期

內不易做到，但是兩岸可以就和平協議的推動進行二軌的探討。在政經關係改善

的情形下，兩岸可以考慮先就軍事互信機制的低階部分加以協商與推動，以進一

步降低兩岸的敵意與台灣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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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總統無連任壓力有改革空間 

   馬總統已無連任壓力，他在當選後也一再宣示將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以讓

台灣脫胎換骨。國防事務也應該被包括在國家改革的範圍之內，馬總統的決心將

帶來國防改革的契機。 

二、挑戰 

（一）國防資源及預算受限 

    本世紀初，我國由於對美軍事採購曾因國內政治與政策因素，延宕多時。馬

總統就任之後，才移除諸般限制因素的引信，成為近廿年來，武獲高峰期。依據

國防部表示，依美國公布資料，前總統李登輝執政 12 年，計採購 41 項武器裝備

共 162 億餘美元；前總統陳水扁 8 年，計採購 16 項，84 億餘美元；馬總統就任

迄今 3 年多，計獲售「新型通用（含救災）直升機」等 10 項，連同這次 F-16A/B

性能提升，總額 183 億美元，為過去 10 年最高。然而此一成果，必須以履約付

款來實現。例如：阿帕契直升機 593 億，通用黑鷹直升機 847 億，P-3 反潛機 491

億，愛國者二型性能提升與愛國者三型合計 1381 億，F-16 性能提升 1100 億，共

11 項總計 6628 億。凡此,均係在 2008 到 2020 年之間分別建案、簽約、付款不等，

也因此為八年得馬政府形成龐大的財務壓力。 

（二）人力資源限制及募兵制之推動 

   政府已宣示要在民國 104 年實施募兵制。爾後役男僅須完成 4 個月軍事訓

練，平時仍須接受教育召集訓練，戰時全面動員徵召，編成後備部隊，與常備部

隊共同協力國土防衛。國軍兵力規模將以總員額 21.5 萬人為目標。這將帶來下

列挑戰： 

    國防人員維持費增加：因為募兵人力成本增加，雖然國軍總人數減少但

整體人員維持費仍會增加，而排擠國防作業維持與軍事投資經費。 

   招募困難：國軍預定兵力規模 21.5 萬人佔全國人口比例的 0.93%。相較

其他募兵制國家日本 0.18%，英國 0.35%，美國 0.48%比例偏高。再加上近年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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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少子化趨勢，將更形困難。 

   人力素質改變：因為社會特性與募兵招募困難，可能導致招募人員素質

下降的挑戰。 

   人力運用調整：因為國防人力減少與人力成本和任務增加，在人力運用

思維上必須改變過去螞蟻雄兵思維，妥善發揮人力資源運用管理效能，包括部分

工作委外，但這也需預算支援。 

 訓練機制調整：因為國軍人力素質改變，以及募兵制扮演強化國軍戰力

與國家人力轉換機制角色，國軍人員的教育訓練體系更形重要，也是影響募兵制

整體成效的關鍵因素。 

    國防組織調整：配合人力減少與戰略思維改變，國防組織必須以現代管

理思維進行必要之組織調整與流程再造。 

   後備體系：未來全國役男只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即納入後備體系，其

對過去國防戰略中後備體系所扮演的角色將形成衝擊，因此需重新檢討整個後備

體系以及後備軍人所應扮演的角色。 

 替代役調整：替代役是依附在徵兵制下的制度，隨著募兵制實施替代役

將走入歷史，然社會仍有因良心拒服兵役（包括軍事訓練）或特殊狀況者，因

此應考慮以社會役之可行性。 

（三）國防組織限制 

   組織變革與再造都會遇到組織內外的抗拒與挑戰，尤其是組織越龐大越不

易調整。再者國防安全一刻不能鬆懈，因此國軍組織必須在維持穩定與精進再

造中進行取捨與平衡。 

（四）對美軍購受到衝擊 

   隨著中國崛起，中共報復美國的軍事、政治、經濟能力日增，美國對台政

策尤其是對台軍售，既然無法長期維持台海兩岸軍力平衡，部分美國學者建議

美國需要考慮停止對台軍售，以換取中共不對台動武，或撤除其對台飛彈部署。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員

史文（Michael Swaine）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美國應直接與中共協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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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美國對台安全承諾與中共兵力及部署的一套相互保證措施。美國喬治華盛頓

大學教授葛來瑟（Charles Glaser）在 2011 年 3 月「外交事務」季刊，發表一篇

有關中國崛起是否導致與美國戰爭的論文，提到因中共核武報復能力日增，美

中之間存在有核武衝突的可能性；美國在中國軍力日益增強，若繼續協助提升

台灣的防衛能力，可能會加速傳統及核武軍備競賽。美國應該考慮撤回對台灣

的承諾，隨著全球情勢演變，兩岸關係改善，運用時間與空間來評估及調整其

對台政策。 

   美國對台軍售議題使「棄台論」找到最佳的突破口，「台灣關係法」成為最

佳的祭旗。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歐文斯（Bill Owens）早在 2009 年

就提出接近「棄台論」的說法，例如，他提到「台灣關係法」已經變成落伍的

法律。另外，由於中共發展對美國軍事打擊的 A2AD 能力，部分美國學者也對

台灣的戰略重要性產生質疑，因為美國必須思考台灣在地理上過於接近中國大

陸，需在台灣之外取得更多基地使用權，因而使台灣戰略地位下降。 

   凡此，都有可能影響美國未來對台軍售，例如歐巴馬總統便遲遲不願意出

售 F16C/D 戰機給台灣，美國也期待中共在「台灣問題」緩和之後，可以協助

美國處理更多的區域安全議題。 

（五）軍隊救災角色混淆 

   軍隊救災不應該作為常態性任務，也就是災害防救應只是軍隊的「一個主

要任務」，而不是「最重要的任務」，國軍打擊部隊的本務應該是戰備，而非救

災。把軍隊當救難隊來用是在國家遭逢重大災害，救災單位(主要應是內政部消

防署)不足以應付時國軍才出動的。現在每逢颱風軍隊不待命令先行出動，已違

反「不影響國軍戰備、不破壞國軍指揮體系、不超過國軍支援能力範圍」的原

則。 

  「災害防救法」明訂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國防部從理應基於協助防救災害的角色，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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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的政策指導，軍隊主要的任務容易混淆。

國軍任務角色調整，將使原需在「災害防救法」扮演關鍵角色的地方政府，樂

於將責任推給軍方。 

    國軍部隊的軍事裝備也不宜為救災而予以拆卸，例如，海軍將反潛戰備用

S-70C(M)直升機，拆卸反潛裝備，機艙清空，作為救災預備機，降低精密儀器

的妥善率。國軍一旦將救災列為主要任務，國防預算可能挪用至非戰備直接相

關器材採購。例如，國軍將採購「多功能工兵車」、「堆高機」、「特種作戰

用橡皮艇」「救護直升機」等建案，多少排擠到原先的國防預算。 

（六）中共軍事互信機制促談壓力 

   在兩岸經濟關係已增進及馬總統連任的情形下，北京必然會把握機會順勢

進一步推動兩岸的政軍關係，如同胡錦濤在 2008年 12 月 31日所發表之紀念「告

台灣同胞書三十週年」演講（俗稱胡六點）中所建議，兩岸「就軍事問題進行

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

和平協議」，以實現中共對台的政策目標。依據過去三年多北京對於此一議題

的立場，將希望兩岸即使未能正式協商和平協議及軍事互信機制，至少也要為

協商創造條件及漸進推動。未來四年，北京可能會採取利誘或壓迫的策略以促

使台灣與其發展政軍關係。前者的作法是將進一步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擴大台

灣國際空間或降低對台軍事威脅等措施，作為兩岸進行政軍協商的回報。後者

則是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續協商或開放陸客來台自由行等

兩岸經貿合作時，要求台灣同時也要與大陸進行政軍議題的商討。不論大陸採

取何種策略，在北京升高兩岸政軍關係發展的期望與要求下，都會對於台灣構

成協商的壓力，不易迴避拖延。 

 

參、我國回應的政策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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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QDR 應明確指導原則 

  「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意在宣示三軍統帥的國防建軍指導方針，並向

國會議員說明爭取資源。過去四年，國防部原則上已將「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結合原有的「十年建軍購想」與「五年兵力整建規劃」，但是並未將四年目標與

長程願景做明確的分野，使得立法委員難以從國防部送交之 QDR，獲知四年之

內的國防預算需求與重點，更不易據以監督國防部對於戰略與政策的執行力道

與成效。因此馬總統第二任期的 QDR，必須明確國防現代化未來四年之期望目

標、制約因素、與指導原則，以符合國防法修正條文的精神。 

二、國防預算應維持 GDP 3%目標 

   由於我國優先經濟發展與財政壓力甚大，未來四年國防支出增加不易，然

而基於推動募兵制及完成既有之對美國軍事採購項目，同時美國對台安全承諾

與持續軍售政策，又經常以我國軍事投資金額做為檢視標準，未來四年國防預

算仍應努力維持在國內生產總額(GDP)的 3%為目標。在未來四年國防預算吃緊

的情況下，國防部就必須以務實的態度，洞察形勢以評估安全環境，鼓勵軍種

之間充分溝通討論以求取國軍發展的共識，明確取捨以決定優先順序，強化

論述以爭取立法院支持與美方諒解。 

   國防預算難以增長，涉及世界經濟景氣與國家財政稅收，並非國軍本身可

以控制。然而，軍隊長期以來固有的行政文化與作業慣性，仍然有改進之空間。

在國家財政緊縮以及人員精簡的客觀條件下，開源既然極端困難，節流則仍可

以在做創新的思考。國防部可以參考先進管理技術與方法將「作業與管理革新」 

(revolution in business affairs)的概念納入，大從年度計劃，中至作業流程，小到

日常人力運用，均應該徹底檢討，找尋節流之法，以補開源之困難。 

  三、募兵制應有配套措施 

    國防部主計局 2011 年底指出，人員維持預算將較目前逐年增加 20 億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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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國防部規劃到 2014 年度時，人員維持費約達 1596 億元，增加約 46 億元。

這和民間許多估算有很大差異，然可以確定的是募兵制推動將排擠國防作業維

持與軍事投資，建議國防預算在維持在 3%GDP 的目標下，再由國防部內部調

整預算。 

   未來募兵應以高服役動機(態度與價值觀的重視)與有效率的訓練方式取代

過去高素質人力。這意味的訓練人員必須改變訓練的方法與態度。儘管就現階

段而言，志願役士兵的族群可能屬於社會中較弱勢的一群，但如果能透過軍隊

的教化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培養適當技能，可以提供弱勢族群為自己及整體社

會創造更多價值的機會。而未來，社會觀感的提升也有助於招募時人員素質與

量的提升。 

（一）先重質後求量 

   在人員的選擇上寧缺勿濫，因才施用，建立身體與心理稽查更嚴的選才標

準。因此，國軍應該秉持先注重「質」的提升，後要求「量」的滿足，據此制

定一套嚴謹招募與體能測驗的過程，配合嚴訓嚴練的教育訓練體系，建立社會

大眾對於服志願役士兵是「一件榮譽且不簡單的事」。除此之外，國軍也應該思

考一套合宜的退場機制，以因應入伍服役後不適任人員的淘汰制度，以確保志

願役士兵的專業能力與素質。 

（二）強健士官制度 

   募兵制度可以成功推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士官制度」的重視與建立，

並藉由士官進行部隊之管理與訓練業務。士官是國軍基層戰力的骨幹，士官不

健全，將不會有好的士兵，軍官的領導與戰術亦無法發揮。 

   現行士官晉任標準過於寬鬆，以志願役士兵為例，受過相關短期專業訓練，

即可升任士官；相較於志願役士官，亦僅需受相短期領導訓練與專業訓練，即可

晉任士官，且單位往往為提高士官編現比而予晉任，反而降低士官之素質。募兵

制需搭配專業的訓練與制訂一套嚴謹的士官「選、訓、用、晉升」標準，方能發

揮士官的專業效能，進而提升國軍未來在募兵制度下部隊的戰鬥力。志願役士兵

一年後可升士官的政策應該調整。士兵基層實務需要長期訓練，才能勝任士官來

帶領下一代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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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留營率 

   募兵制成功的關鍵要素是適度增加士兵「留營率」，以及去腐存菁功能。因

為留營率高且能選優留營才能累積經驗與強化部隊向心力與戰力，也降低每年招

募員額的壓力。但國軍目前招募的士兵留營意願低，整個人力制度也不易留優汰

弱，反而有反淘汰現象。 

   士兵會選擇留營，國軍可思考設計留營獎勵機制。更重要的是國軍組織必須

建立讓軍人認同的價值與意義以及感受到榮譽與成長的環境。這方面國軍需從部

隊管理、生涯發展、生活品質、國軍形象（社會認同）、專業成長與重建武德著

手。 

（四）退輔配套 

   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誘因，但這對目前政府預算不足條件下，實行不易。然

從為社會培育人才以及為弱勢人力提供更好的人生機會角度思考。建議建立人才

轉換基金由志願役士兵薪水提撥及政府相對提撥固定金額四年，士兵於 4～6 年

離開軍中後可做為士兵就學或創業基金。這機制應能吸引更多志願役士兵，並為

社會提供高素質人力。101 年起軍人將恢復繳稅，增加的稅收，部分可來支援上

述經費。 

四、建立適當軍文關係 

（一）建立國安文官體系 

    國防二法在輔佐文人部長的設計上除了強化相關部長職權的幕僚機構，更希

望引進文官體制，讓軍文思維與專業能在國防部中形成一良性的激盪文化。過去

國防部只引進低階或軍人轉任的文官，使得當初設計的精神無法發揮。這方面，

國軍應有更包容的態度與決心，接納文人，讓文官成為國防體制活躍與建設性的

一份子，而文人也應用心體認國防工作特性與投入，不要把國防文官當跳板。同

時建議國防部應將國防文官擴及到其他軍政（含各軍種司令部）及軍備部門，而

不只是國防部部本部。政府更應思考建立國安文官體系，在相關部會，包括國安

會、國防部、外交部、國安局、陸委會等，建立國安文官運用體系。這樣不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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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防文官有一多元彈性的生涯管道，也較能健康發展。 

（二）設定文人部長資格 

   國防二法實施以來，國防部長多為曾任高階將領（上將）轉任，往往不易跳

脫軍種與過去包袱。十年來政府或國防部也未刻意培養適當文人。未來可考慮修

法規定軍人退役 6 年後方可轉任國防部長。當然，文人國防部長的重點不在過去

身份，而在其是否能跳脫軍種與軍人思維與包袱，且具備現代民主、管理與領導

思維。 

五、軍事教育體系調整 

   目前軍事院校過多，每校招生數量少，不符經濟規模也難以提升教育效能。

建議大幅進行簡併集中資源建立一流軍事院校。建議如下： 

（一）國防大學下之管理學院、政戰學院、中正理工學院全部改為研究所，而 

其下之大學部全部整併至三軍官校，三軍官校可增加相關學系，並強化

軍官養成教育，發揮軍校特色。軍事院校增加自費生員額，一方面建立

軍校之適當規模與效能，一方面增進全民國防體認。 

（二）專科學校轉型專責士官培訓機構，強化國軍士官制度。 

（三）提昇在重點大學招募 ROTC 預備軍官及高中職 JROTC 預備士兵效能。

（四）積極培育軍職教師，尤其是具有國外學位者，以提升國軍國際觀。 

六、尉級軍官停年延長 

   軍官或士官兵的升遷應該是基層服務長，專業實務經驗紮實，高層著重管理

領導能力（非年資），則應靈活運用與較具彈性。反觀國軍尉級軍官停年過短，

將級軍官停年過長。國軍目前頭重腳輕的人力結構，造成軍官幹部基層實務不足

與空洞，中、高階軍官壅塞。這同樣的也造成人力資源與成本的浪費以及國軍效

能的減低。因此建議將尉級軍官以及基礎士官的停年調高。 

七、強化武德 

   所有的變革最後都必須落實到組織文化的調整。國軍軍中文化也應重新檢

視，唯有重建武德，建立尊重、信任、正確的價值觀與專業倫理文化，如此才能

留住優秀人力，提升戰力，也可以提升社會觀感與評價，進而吸引人才入伍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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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向的思考，儘管招募士兵的能力與素質偏低，未來若能透過軍隊的訓練洗

禮，除可提升其專業能力外，也可重新賦予正確的態度，未來即使退伍也可運用

良好人格特質投入社會服務並創造價值，對提升國家福祉與生活品質也是一正面

的效果呈現。一個組織的武德文化塑造必須從高層領導開始，加上各階層的教育

訓練都應加入專業倫理的訓練與培養。 

八、爭取美國對台軍售 

   對中共而言，美國放棄台灣，將降低美國在台海危機介入的機會，也會減少

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壓力。「棄台論」對於美台兩國均有不利的影響，台灣的民

心士氣受到打擊，美國的海外形象及在亞太的嚇阻能力均受挑戰。「棄台論」意

味台灣可以被當作交換的籌碼，一旦被美國政府接受時，將導致在犧牲台灣的前

提之下，切割成許多小議題與中共協商，每一次的小讓步中，取得中共的妥協。

中共在美台關係中的角色與影響力也會愈來愈大。「棄台論」可能使「台灣關係

法」的執行，在美國國內的辯論中受到衝擊。 

   所幸，支持對台軍售目前仍是多數美國主流的意見，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更稱 

呼台灣為美國重要的經濟與戰略夥伴。台灣除了自身體認對美軍購的重要性之

外，加強對美國國會的遊說，以「自助人助」的策略，仍可使「台灣關係法」的

重要性凌駕「八一七公報」之上。其中，「不對稱戰力」是最重要的建軍方向，

美國在難以大幅軍售台灣之下，可以發展出科技移轉的彈性政策，如同 1980 年

代降低「八一七公報」對台軍售的限制。較大的挑戰是如何在台海和平穩定的過

程中，台灣朝野兩大黨體認保有國防最低嚇阻能力的重要性，與美方尋求提升台

灣不對稱戰力的管道。 

九、軍售與商售靈活運用 

   由於我國對外軍事採購金額龐大，過去曾發生若干與軍購有關的弊案，對於

我國武器獲得的作業，產生極為負面且深遠的影響，致使我國對外軍事採購遭到

長期污名化，不但讓辛苦為國家爭取並管理武獲的官員經常遭致懷疑與誤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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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正常業務往來亦擔心遭人誣陷而裹足。因此，長期以來政府專注「防弊」，仰

賴透過美國政府嚴格管理制度的對台軍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途徑，而儘量避

免由我政府直接進行，且易受到政商利益影響的商售(direct commercial sales)途

徑。在馬政府清廉度已經受大部分民眾信任，吏治與司法逐漸清明之時，我國對

外軍事採購應不刻意排斥商售管道，一切以效益為主。只要政府監察與政風體系

發揮功能，軍售與商售可以彈性結合，進一步活化我國的武獲作業。 

十、建立國防工業自主戰略 

   我國國防自主之發展，口號響亮，知易行難，爭辯多年並未能實質建立穩固

基礎，此一癥結固與我國對外軍事採購政策需求，以及國軍慣性信賴技術可靠且

經戰爭驗證之武器系統有關，但根本上仍與資金、人才、關鍵原料技術、以及商

業規模與成本效益脫離不了關係，並非政治口號或政策指導即可矯正。因此未來

我國國防自主之發展方向與策略必須從零開始重新評估，並且與經建會黃金十年

規劃、經濟部工業合作政策、以及可以發展不對稱戰力的軍民兩用科技，以統合

方式配套規劃，重訂目標。 

十一、適切規劃國軍救災角色及政策 

   國軍是救災的預備隊非先鋒部隊。軍隊投入災害救援應考量公共性、緊急

性、非替代性與補償性原則。公共性－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人命、財產及社會的

保護的必要性；緊急性－有迫切需要性；非替代性－除非派出軍隊沒有其他的手

段；補償性－軍隊投入所增成本應由地方或中央權責單位提供。建議國軍救災的

角色應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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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本身救災的體制應調整為：以後備事務司結合後備動員、全民防衛及災

害防救體系為國軍災害救援的主管單位 。以各作戰區地區後備指揮部為主體，

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行政區域，劃分救災責任分區，由各縣市後備指揮部

負責與該縣市政府協調及調查災害防救需求，進行災害潛勢分析與擬定救災計

畫。由地區後備指揮部負責，編組所屬後備旅、新訓旅、地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人力，於平日成立救災應變部隊。若有需要一些特殊裝備如運輸車輛、通信及工

程機具則由軍團運輸群、通信群、工兵群及空騎旅編組支援，必要時實施租用。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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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宜採取的措施包括： 

（一）提升或整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內政部消 

防署，在防救災的領導地位與主力，並結合民間的災害防救組織（如義 

勇消防、災害防救團體等）。 

（二）降低國軍打擊部隊隨時待命出動救災的任務頻率。俟民間的防救災 強 

化戰力之後，進一步減少災害防救，在國軍任務的比重。 

（三）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增添國防部長為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四）結合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與動員準備業務會報，使國軍救災的行政依 據 

更為明顯，運作更為完全。 

 （五）災害防救是人道也是發展議題。東協、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聯合國均提升對災害防救的國際合作或模擬演習。國軍在「救 

援外交」上的角色扮演，需要更為積極。 

十二、穩健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不能只限於經貿與文化交流領域，最終仍須涵蓋政治與



                                     「凝聚共識 開創新局」台北論壇政策建言書 國防篇 

                                                                   2012 年 3 月 25 日 

 

17 
 

軍事關係，以確保兩岸的永久和平。但是政治與軍事議題較為敏感，且困難度較

高，故需審慎處理。未來四年馬政府可在「國家安全有利，人民支持、國會監督」

三個前提下，依照「先民後軍、先易後難、先低後高、循序漸進、增進安全」的

原則分階段循序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 

   在第一階段應以建立非傳統安全合作為優先，包括兩岸聯合海上救災、維護

漁民權益、打擊海盜、防制兩岸間跨境犯罪、反恐合作、共同維護核能安全、防

制氣候變遷及天然災害的威脅等。第二階段為增進軍事安全瞭解階段。兩岸軍方

及民間戰略學者可共同就亞太戰略形勢及兩岸各自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政策及軍

事戰略進行學術探討，以溝通觀念、釐清誤解及建立互信。兩岸軍史學會及學者

亦可共同研討及編撰抗日戰爭史。兩岸軍事院校校長及教師可進行相互學術交

流。第三階段為降低敵意及避免意外衝突階段。與中共協商促其主動降低對台軍

力部署及行動，以降低台灣軍事安全威脅，及增進兩岸軍事互信。協商建立兩軍

前線地區及參謀本部軍事熱線，以避免因意外或誤判所發生的軍事衝突。 

   在與中共協商及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時，應同時加強與美日等國的溝通，

使其瞭解我方立場及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協商內容，以維持台美及台日間的互

信。 

 

肆、結論 

    國家不可一日無國防，堅實的國防是國家安全最佳的保障。馬總統連任後，

兩岸情勢將持續穩定及增進，台灣無立即的軍事安全威脅之虞。但是，中共的軍

力仍將持續快速的成長，我國國防預算則因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而增加不

易，國內又有少子化的趨勢，兵員徵召受到影響，即將實施的募兵制則受到政府

財政窘困、社會福利開支增大的衝擊，以及每年都可能會出現的天然災害的威

脅。中共軍事力量及綜合國力的增強，又將限制美國對我軍售及安全維護的決

心。因此，台灣的國防安全長期而言仍有甚大的隱憂。更何況，民進黨仍可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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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台執政，兩岸關係仍可能復歸緊張與衝突。馬總統應該把握這四年兩岸關係

和的重要時機，在國內外資源受限制的情形下，對重要國防事務進行改革與建

設，以建立精實的國防力量，因應未來短期與長期的挑戰。 

   馬總統首先應在第二任期將公布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之中，明確宣示國

未來四年國軍發展之具體目標與原則，以有效指導國軍的建軍備戰。即使在優先

經濟發展與財政壓力下，國防預算仍應努力維持在國內生產總額(GDP)的 3%，

以推動各項國防建設與支出。募兵制是因應少子化趨勢的既定政策，國軍應依循

「先重質後求量、強健士官制度、提升留營率及加強配套措施」的原則實施，以

有效達成目標。依照國防二法之精神，落實引用文官進入國防體系服務，實踐文

人領軍及軍文交流之理想。對於既有之軍事教育體系，進行必要之整併及調整，

並加強軍中武德之薰陶，以提升國軍之素質。因應美國亞太戰略之調整，積極強

化美台間的軍事合作關係，並突破美國對我方的軍售的限制。因應兩岸軍力的失

衡，除了靈活運用軍售與商售管道，以擴大軍售的來源，更應積極謀化及推動國

防工業自主戰略。國軍參與救災是確保台灣不受天然災害威脅的重要使命，但是

也應依循一定的程序、標準與限制，以避免國軍角色的混淆及戰力的分散。國防

安全不能只靠軍事，因應兩岸關係的和緩，以及確保兩岸持久的和平，應審慎應

對大陸的倡議，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國防力量的建立是依賴多方面的管道，未來四年若能從政策、財力、人力、

武器、制度、訓練、教育及兩岸軍事互信多方面著手，把握正確改革方向及努力

重點，區分優先順序，並相輔相成，必能改變既有缺漏之處，提升國防實力，因

應未來之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