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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馬總統競選時的「國防政策」： 

- 國軍的防衛力量將以守勢戰略為主導，不會

發展攻擊性武器，也不會與中國大陸從事軍事競賽。台灣

要做好首戰勝利的準備，使中國大陸不會輕易發動戰爭。 

- 國防目標的建構「固若磐石(Hard ROC)」的國防力量，以

守勢戰略為指導，建立「嚇不了(戰志高昂)」、「咬不住(封

鎖不住)」、「吞不下(佔領不了)」、「打不碎(能持久抗敵)」

的整體防衛軍力。 

當戰爭不可避免時，將充分利用力、空、時之有利條件。快

速用兵，贏得序戰勝利，擾亂敵方用兵節奏，爭取轉圜時間。 

現在本文針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討論： 

(1) 針對本島防禦作戰的需求，國軍應該建立甚麼樣型態的

現代化武力才是一支真正有效的防衛力量？ 

(2) 國軍部隊在失去空優的戰場環境下，如何仍然能夠持續

而有效執行本島防衛任務，殲滅來犯之敵？ 

(3) 在有限國防預算的限制下如何有效改善、強化、整合、

發揚國軍現有各項武器裝備的性能與戰力？ 

(4) 台灣的防禦力量一旦遭敵人偷襲而被摧毀殆盡時，國軍

如何應用自身戰略打擊能力給予敵人回擊？ 

 

如何在導彈威脅下保存及發揚空中戰力? 

空權時代有效掌握空中優勢是台灣防衛作戰的首要，如果喪

失了空優，要取得決勝的機率就微乎其微了。台灣由於地形

狹長又多山，有著缺乏戰略縱深的先天不良，西海岸的新竹，

台中，嘉義，台南等四個主要的空軍基地都曝露在對岸導彈，

巡弋飛彈和長射程火箭炮的火力覆蓋之下；東海岸的中正，

志航，佳山等三個主要空軍基地部份的戰機雖然有洞穴的保



護，但是機場跑道仍然曝露在外。戰爭開始後戰機山洞機庫

的出入洞口，很有可能在開戰之初，就被敵人用飛彈攻擊予

以封閉。 

 

既然保持空優如此重要，台灣一旦遭受到攻擊，就應首重保

持空軍的戰力，所以空軍基地的「要地防空」對台灣防衛作

戰的重要性應不亞於對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或政治中心的防

衛，如果能夠將戰區反彈道導彈的防空火力，佈置在重點選

擇的幾個重要機場周邊，構成一個綿密的反導防空網，可降

低彈道導彈對於這些空軍基地的威脅，當然，效果好壞也要

依敵方導彈攻擊的強度與反導防空網的密集度而定。 

 
搭配國產相控陣雷達的天弓三型防空飛彈，具有反導功能 

 

至於機場的【低空層防空火力】，目前負責機場防空的奧立

岡天兵低空防衛系統雖然已經作了性能提昇，但畢竟已經年

代久遠，需要予以補強，海軍艦載的海公羊近迫防衛系統，

應該是不錯的要地低空防空系統，海公羊近迫防衛系統配置

有獨立的雷達及光電偵搜系統，對於低空侵入的戰機與巡弋



飛彈，有很好的主動偵測及獵殺能力，如果佈置在敵人入侵

必經的路徑上，配合其他部署在機場外圍的防空火網，將大

幅提高對入侵戰機，巡弋飛彈與防區外空射武器的獵殺能力，

比僅把防空火炮部署在機場周邊更能保障機場安全。 

 
海公羊近迫防衛系統可作為機場外圍的防空火力 

 

面對可能來襲的導彈及巡弋飛彈，飛機的機堡、機場空域管

制塔台、油庫及彈藥庫的「地下化」可以大幅提昇空軍戰力

的保存，尤其是將「機堡地下化」、塔臺無人化 (桅杆上裝設

光電攝影機替代塔臺人員的守望)，及機場周邊「連外道路跑

道化」是對保存空軍戰力相當具體而有效的作法。與其將價

值數千萬美元的戰機放在目標明顯，防護能力薄弱的抗炸機

堡中，不如將戰機分散放置在具有良好偽裝掩護，經過強化

的地下抗炸機堡內比較安全。另外，機場周邊有許多連外的

道路，如果將這些機場周邊連外道路的路面予以拓寬、規格

提昇，在道路兩旁埋設一些油、電迴路及飛機起降所必要的

燈光號誌設施，使其隨時能夠擔任起戰機起降的備用跑道，

這比勞師動眾的把飛機拉到高速公路上作秀要實際有用的

多。陸軍特戰部隊及裝甲部隊的進駐機場，可以強化機場的

反空降、反滲透能力，對於機場的安全以及空軍戰力的保存

十分重要。 

 



國軍目前已經擁有超過 300架第三代戰機，之前就有多位國

軍空軍將領提出建議，認為現有戰機數量已經足以滿足台灣

周邊狹窄空域的空防需求，所以增購新的戰機並非是目前國

軍強化戰力的首要工作。常言道：『攻擊是最佳的防禦』，所

以應該通過國內外廠商的協助與合作，改善我空軍現有戰機

的「匿蹤性」，戰機雷達航電的性能，視距外空對空，空對

地，空對海，防區外的打擊能力以及空中加/受油設備的添置，

與其花大錢添購新的飛機，還不如將有限的經費將現有裝備

性能提昇作最大效益的發揮。 

 

關於戰機雷達的「匿蹤性」，廠商可以通過極為簡易的加工

處理就可以大幅改善戰機的匿蹤性，據報導美國已將韓國空

軍的 F-16戰機作該項性能提昇，費用不高，但效益很好。面

對日益升高的軍事威脅，此類花費不多的性能提昇工作，應

該儘快編列預算積極去做。 

 

許多人期望台灣可以通過 F-35B垂直起降戰機的獲得，可以

改善機場跑道被攻擊後飛機起降的問題，但是 F-35B戰機價

格昂貴，所費不貲，而且維修及營運成本極高，載彈量和作

戰半徑小，其實際作戰效益尚待評估，加上美國願意出售及

交貨的日期又遙遙無期，這些種種不利的因素，等到國軍真

正獲得 F-35B戰機時，恐怕已經是周邊國家下一代戰機服役，

該輪到 F-35B戰機退場的時候。 

 

根據美國紅旗演習的結果顯示，當 F/A-18「咆嘯者」電戰機

參與演習時，F-22匿蹤戰機的優勢明顯降低，顯示三代戰機

通過隱身改進和強大電戰干擾手段，可以降低甚至於破解匿

蹤戰機的優勢，這場三代戰機和四代戰機的大車拼目前才剛

剛開始，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天。 

 

台灣也許應該考慮 F/A-18戰機的獲得，由於 F/A-18戰機是



為美國航母艦載機以及陸戰隊前線野戰機場所設計，保留了

額外推力，可作全掛載短場起降的戰機，所以 F/A-18戰機對

於跑道的長度要求較小，可以降低機場跑道被攻擊後飛機起

降的衝擊；降落時可利用航空母艦上「攔阻索」的機制藉以

減少降落時跑道滑行的距離，大幅改善機場跑道被攻擊後飛

機起降的問題。 

 

國軍的空中武力在硬體方面雖然仍有極大的改進空間，但是

在裝備維護，戰備保障，戰訓落實，戰術戰法，戰力整合，

攻勢作戰，遠程打擊的能力方面，應該有更多的投入，才是

未來國軍空軍能決勝於萬里長空、克敵致勝的最佳保障。毛

澤東曾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強調：『決定戰爭勝利最重要

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唯有經過千錘百鍊、具有使命必

達決心的空中紅武士才能贏得勝利歸。 

 

精實國軍地面作戰兵力 

 

由於台灣本島的戰略縱深不大，所以西部沿海地區防線一旦

被敵人登陸成功後，就會進入城鎮的爭奪戰，由於全島人口

密集的精華地區，可說是毫無天險可守，如果在城鎮戰中失

利，守軍就會被迫選擇停止抵抗或是進入山區進行山地作戰

/特種作戰。所以共軍之前提出的四大戰法「空降作戰、兩棲

作戰、城鎮作戰、山地作戰」幾乎是為了對台作戰所研究出

來的一套戰法；國軍二代兵力的規劃，也是針對共軍的對台

攻擊而發展出來的一套反空降，反登陸以及城鎮保衛戰所需

要的部隊編裝與兵力部署。 

 

聯兵旅的「防區責任制」部署 

國軍二代地面兵力的編組基本上以「戰區責任制」的方式，

將跨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權下放到陸軍「旅級」的戰鬥部隊，

並且由參謀本部來調度跨區支援的兵力與火力。雖然台灣西



部沿海的地形複雜，但是交通網四通八達，所以國軍針對反

空降、反登陸的任務特性，編組了適合於台灣西部戰場環境

的「聯兵旅」，作為國軍精實專案中基本的作戰單位，由戰

車營及機械化步兵營組成，是一個由多兵種組成的獨立作戰

單位。 

 

空特旅分別駐防在台灣的北、中、南三個主要基地，隨時根

據戰場情況，配合防區守軍的要求，機動派遣空特部隊對敵

重要軍事目標進行突擊或阻絕。台灣有近七成的地區為高山

丘陵，如果在城鎮爭奪戰中失利，守軍決定繼續抵抗，就需

要進入山區進行山地作戰，所以空特旅應具備嚴格、正規而

專業的山地作戰訓練，作為國軍未來進行山地作戰的主力。

空特旅平時就應該駐紮在山區，勤學苦練山地作戰的各種戰

術戰法，積極建構山地作戰所需的後勤支援體系，儲備作戰

所需的自持能力，使空特旅成為一支能活躍於台灣百嶽的山

地勁旅。 

 

聯兵旅比起以往國軍傳統的編組有了以下的改變：(1)更多的

決策彈性與快速的反應能力：聯兵旅的指揮官可以根據其駐

防責任區的戰況制定對策、立即作出適切的反應，(2)更完整

的兵力配備及裝備編組：指揮官可以直接指揮其管轄的各兵

種協同作戰，是提昇國軍戰力的重要舉措。 

 

「數位化」的戰區指管通情機制 

所謂「數位化」的戰區指管通情機制就是希望能將整個戰場

的敵我兵力佈署，雙方部隊的動態、戰場環境的情資和我方

戰情指揮中心及各指揮部的命令與指示，通過有線、無線、

衛星通訊的「資料鏈 Data Link」「分層別類」的傳遞給每一

個戰機的飛行員，軍艦的艦長，戰車的車長，炮陣地炮長及

戰地指揮官，理想的狀況是要能將每一個個別所需要的戰場

資訊與部隊指揮官的命令與指示，能及時正確的傳遞給需要



發起攻擊行動的各級作戰單位，甚至於各個單兵(這就是“未

來戰士”發展的目標)，讓各作戰單位迅速抵達正確的攻擊發

起位置，以最優化(Optimized)的火力，將目標摧毀。 

 

如果能夠充分掌握整個戰場的敵我兵力佈署及雙方部隊的

動態，就可以『最適切的兵力與最佳的攻擊時間及位置，精

確的目標鎖定與最優化的攻擊火力』，「快、狠、準、穩」的

完成殲敵任務，這就是未來數位化作戰機制最佳的呈現。若

國軍未來希望能夠達到「以劣勝優，以寡擊眾」，數位化的

三軍聯合作戰機制將會是國軍戰力的「倍增器」。由於我們

是屬於防守的一方，在自己熟悉的戰場環境中作戰，可以有

在地的優勢，尤其中山科學研究院以往曾經為海軍建立過功

能類似的系統的經驗，結合民間廠商，以國內工業界所掌握

的通訊以及網路科技，應該可以為陸軍設計建構一個有效的

指管通情網絡系統。 

 

近年來由於各級作戰單位的火力、機動力都大幅提昇，以往

部份由旅所負責的作戰任務已經可由營級單位來負責，而營

級單位承接了部份旅所掌管的火力及支援單位，擴大編制。

經由這一改變，未來「營級單位」可以作為一個獨立作戰的

節點，大幅提高營級戰鬥單位的戰術應用彈性與自主權，戰

時受到攻擊時指揮官可以依據所之前模擬演練的各種狀況，

因應戰場的情勢，主動出擊，化解防區的威脅。 

 

國軍可依北、中、南、東以及澎湖各防區可能的威脅，配置

二至三個聯兵旅負責防守，並保留數個聯兵旅作為參謀本部

的戰略總預備隊。國軍的未來地面作戰可以二十個兵員足額、

配備完整的「步兵旅」為目標來規劃，其中包括十五個機械

化步兵旅，三個山地空特旅，二個陸戰隊旅，地面作戰的總

兵力估計應不會超過八萬人。以「首戰即決戰」的想定推斷，

台海地區若真發生了軍事衝突，必然是速戰速決，勝負立判



的決戰，要徵召後備兵力參與作戰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後備

軍人兵力的儲備與平時精實的整訓也是一種「戰略嚇阻」。 

 

適才適所，費效比高又可靠的武器裝備 

 

(A) 陸軍M-60A3主戰坦克的升級 

國軍近年來軍備的採購的預算，錯置錯用的情形十分嚴重。

以陸軍爭取二代地面主戰兵器的主戰坦克為例，國軍目前的

450 輛 M-60A3 戰車基本上屬於上一代的戰車，當其面對像

共軍的 T-96II 、T-99II 或者日本的 90 式戰車時，將會不堪

一擊；環顧國際軍武市場，台灣可能購得的主戰坦克只剩美

軍的 M1-A1一種，但是以 M1-A1龐大沉重的身軀和嬌貴複

雜的後勤保障體系，並不適合台灣的地形及作戰環境。 

 

以色列軍事工業公司於 2002 年獲得土耳其的一項合同，將

土耳其陸軍的170輛M60A3主戰坦克升級至M60-T的標準。

升級後的M-60A3戰車包括了新換裝的 120 mm戰車炮及射

控系統，新的動力元件(包括功率爲 735千瓦的MTU MT881 

Ka501柴油機和 RENK 304S自動變速箱)，新型的外掛混合

裝甲，大幅提高了M-60A3戰場生存力，據稱可抵禦動能彈

和化學動能彈攻擊。讓土耳其陸軍的 M-60A3煥然一新，具

有與新一代主戰坦克一爭高下的實力。 

 

因為兩國作戰需求不同，國軍並不需要按照土耳其陸軍的需

求照單全收，主要是要加強火力及防護能力，通過射控系統

的升級以提升戰車射控系統的性能及後勤保障的商源，以先

進彈藥及「炮射導彈」的引進來強化 M-60A3戰車的打擊火

力，以外掛先進反應裝甲及加裝「主動防衛系統」來加強戰

車的戰場生存力，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大幅改善 M-60A3戰車

的火力和防護能力。在有限國防預算的今天，如果能夠通過

這種勤儉建軍的升級方案達到大幅強化國軍主戰坦克的作



戰能力，亦可謂一個不錯的選擇。  

 

台灣屬變化較多的丘陵地形，很少會有機會進行在歐洲平原

或是中東沙漠中的坦克大決戰，所以對於處於守勢的國軍部

隊，只要能有效規劃主戰坦克的部署，搭配重型反裝甲火力，

勤加戰場的實戰演練，可發揮地形地貌及熟悉戰場環境的優

勢，揚長避短，發揚處於守勢部隊在地的優勢，彌補主戰坦

克裝備的劣勢。 

 

其實國軍陸軍主戰坦克發展的方向，尤其針對丘陵起伏的複

雜地貌、應該可以參考日本以及瑞典陸軍對於主戰坦克發展

的思維，日本最新服役的十式坦克就是非常強調火力和機動

性的一種設計，重量大幅降低至僅有 48 噸的重量；像瑞典

的 CV-90 120坦克，重量雖然只有 36噸，但是配備有先進的

120 mm 戰車炮、先進的射控及主動防禦系統，強調火力和

機動性，深受好評，也非常適合於臺灣本島的戰場環境，可

作為國軍陸軍主戰坦克發展的參考。瑞典的 CV-90 120坦克

也正在積極尋找海外的客戶，也許可以考慮向瑞典引進相關

的技術在台灣生產製造。 

 
車型低矮的瑞典 CV-90 120坦克 

 

 



(B) 陸軍航空兵力的整建: 通用直昇機的採購 

美國陸軍長期以來一直在享有空中優勢的戰場環境作戰，所

以其發展出來的戰術戰法，當然較少考量來自敵人空中的威

脅。近年來國軍的建軍方向受到美軍的影響，陸軍航空兵力

的發展幾乎依循美軍的作戰準則與建軍思維，是否有客觀評

估未來本島防衛作戰的戰場環境，誠實面對在我方失去空優

後，國軍需要擁有何種武器裝備的部署來強化台灣的防衛作

戰力量？近年來陸軍急於建案採購通用型直昇機的理由，不

外乎現役 UH-1H 直昇機性能落伍、機齡老舊、零附件補充

困難、不符合國軍建軍備戰的需求等理由，故決定引進最昂

貴的(全武裝型) UH-60M 通用直昇機 (每架售價 3,000 萬美

金，總預算近 20億美金)。 

  

當 2004年美軍於中止下一代戰搜直昇機 RAH-66卡曼契

(Comanche)發展後，原編列採購 121架卡曼契的 140億美元

預算，除逕行採購了 800架 UH-70A/72A ”商規” 輕型直昇機

外，更重要的是將現役 1400架 UH-H作性能提升(每架

UH-1H性能提升延壽約需美金 350萬)。依美軍決定將UH-1H

延壽後再使用 20年來看，國軍 UH-1H每架平均飛行時數還



不到 6,000小時，遠低於美軍 UH-1H的 10,000小時。所謂

自 2004年起軍售停止供應 UH-1H零附件，諸不知原製造廠

貝爾直昇機公司仍持續供應全球約 2,000架 UH-1直昇機的

零附件，且 UH-1H性能提升機種 B-412迄今依然暢銷全球

市場。所以陸軍急於建案採購通用型直昇機的「理由」顯然

與實際情況有蠻大的差異，突顯了陸軍航空兵建軍備戰許多

值得檢討的問題。 

 

(C) 陸軍航空兵力的整建: 阿帕契攻擊直昇機的採購 

阿帕契攻擊直昇機當年發展的背景，是針對華沙公約國的裝

甲部隊在歐陸平原大舉進犯北約國家的威脅而發展，因此配

置了大量重型的反裝甲武器。但是在失去空優的情況下，攻

擊直昇機即使低飛至 50 公尺的高度也會很容易被敵人防空

火網鎖定而遭擊落，如果引進阿帕契攻擊直昇機是為了進行

跨海攻擊或是派遣攻擊直昇機「出海攻擊」那就更是無法理

解；在灘岸決勝的作戰環境中，阿帕契所配置反裝甲武器的

射程遠不如艦載防空武器以及野戰防空武器。而且在敵人挺

進至近岸進行灘岸攻擊的時候，如何讓攻擊直昇機在反登陸

作戰中存活，發揮其戰力，可說是個沒被揭開的「潘朵拉的



盒子」。  

 

根據美軍在複雜地貌作戰的經驗，認為阿帕契並不適用空域

有限的作戰環境 (如城鎮、丘陵、叢林、山地)，一旦遭到攻

擊很難有足夠的迴旋空間進行快速閃躲。而我軍反登陸作戰

的主戰場是在台灣西海岸，是一個空間狹長的丘陵地形、迴

旋的空域十分有限。如果真想要強化陸軍空中反裝甲作戰的

能力，不如引進一些輕型戰搜直昇機，以「小蜜蜂」的戰法

進行空中游擊或輸送特種部隊進行突襲作戰還比較實際。目

前採購的 30架 AH-64D阿帕契攻擊直昇機基本上與現有 60

架 AH-1W 超級眼鏡蛇攻擊直昇機在功能上有著極大重疊，

在國防預算如此拮据的情況下，實在無法瞭解，為何防務部

門負責人會同意優先執行這項採購？ 

 

日本陸上自衛隊長久以來一直是 AH-1J的用戶，以日本陸上

自衛隊這樣專業而且經費充裕的軍隊，都無法侍候這種身軀

龐大而後勤保障又十分嬌貴複雜的阿帕契攻擊直昇機，國軍

又何德何能可以有能力同時維修及操作兩種作戰功能相近，

但是飛行操控及裝備維修卻更複雜的先進攻擊直昇機(事實



上美國陸軍也僅擁有其中一種)。決策當局在武器採購建案時，

應該撇開一切政治的考量，務必先要評估以下兩個基本的問

題，才能做到「務實、務本」的武器採購。筆者曾經撰文建

議國軍，應以持續提昇現有超級眼鏡蛇攻擊直昇機的性能為

優先，未獲當局採納，再提這個問題也許為時已晚，只能當

作國軍未來建軍備戰的前車之鑑。 

 

(1) 針對本島防禦作戰的需求，國軍應該建立一支甚麼樣的

空中機動打擊兵力才能真正強化本島防衛？ 

(2) 陸軍在失去空優並在敵人綿密的野戰防空火網覆蓋下直

昇機是否仍然能夠繼續升空擔任作戰任務？  

 

(D) 野戰防空火力急待加強 

國軍野戰防空能力在聯兵旅編組中是最薄弱的一環，配屬於

先進國家陸軍的野戰防空飛彈，雷達光電射控的自走防空炮

等裝備都付之闕如。由於美軍長期以來都享有戰場的空中優

勢，所以對於野戰防空一向不大重視；即便如此，為了對抗

敵人的武裝直昇機，美軍也配備了便攜式以及車載型的針刺

飛彈，作為其野戰防空的武器。陸軍「復仇者」車載防空飛



彈的採購固然可以改善國軍的野戰防空能力，但國軍未來極

可能面臨完全沒有空優的戰場環境，聯兵旅各級作戰單位的

防空火力顯然不足，除了「復仇者」車載防空飛彈這一層級

的防空武器應予加強外，雙聯裝車載肩射防空飛彈、單兵肩

射防空飛彈、防空機炮，都應該打破建制，下放到更基層的

作戰單位才是；如果這個問題能受到決策者的重視與支持，

聯兵旅的野戰防空能力才有可能得到進一步的強化。 

 

像中山科學研究院研製的 CS/MPQ-90 野戰相控陣搜索/射控

雷達，搭配垂直發射的陸基天劍二型野戰防空系統就是個值

得積極推動的計劃，一個「天劍野戰防空系統」包含一組搜

索/射控雷達、一組射控管制單元、四至六個的作戰單元，可

以覆蓋一個半徑 30公里，空域涵蓋面積可達 3000平方公里

的防空網，既可作為「旅級」的防空火力，全島 15 個機械

化步兵旅，通過數位化指管通情訊息網路的鏈接，結合上、

下層的防空飛彈及火炮，可打造一個打巡弋飛彈、打防區外

攻擊武器，打隱形戰機「三打」，環環相扣、互有重疊，覆

蓋全島的野戰防空網。 



 

中科學院 CS/MPQ-90野戰相控陣搜索/射控雷達 (照片右後方) 

 

 
與天劍野戰防空系統設計概念類似的日本 Chu防空飛彈垂直發射系統 

 

(E) 「雷霆 2000」: 反登陸的殺手鐗 

「雷霆 2000」長射程火箭炮兵，因為機動性高、殺傷力大，

射程遠(45公里)，戰時可以從匿藏的洞庫機動出擊，對敵登

陸船團的泊地或集結地進行集火射擊，成為支援反登陸或逆

襲作戰有力的武器。「雷霆 2000」火箭炮兵相對於傳統炮兵，

具有射擊準備時間短暫，火炮射擊時間短暫，陣地轉移時間

短暫的「三個短」，具備「打帶跑」的戰術優勢，是缺乏空



優的戰場環境中對敵進行大面積火力打擊有力的武器。中科

院倘若能夠發展出攜帶「末敏彈」的彈頭，可對敵裝甲集群

造成致命的打擊，是國軍進行反登陸作戰的殺手鐗。如果能

將「雷霆 2000」射程予以延伸至 150~200 公里，配合 GPS

末端彈著點修正，將更是如虎添翼。 

 

其實在缺乏空優的作戰環境中，傳統炮兵的炮陣地除非進行

了要塞化，在敵人的空中攻擊下能存活的機率不高，倒是由

於火箭炮兵具有打帶跑的戰術優勢，尤其火箭炮兵的發射載

具易於偽裝成貨櫃，可以停放在民間工廠的卸貨倉儲區進行

彈藥的裝填，然後由數位化的戰區指管通情機制獲得目標情

資與任務指示後，分別進入到各自的攻擊發起位置，進行「集

火射擊」後迅速轉移陣地，具有極為突出的戰術機動優勢。 

 

國軍反登陸作戰的利器：「雷霆 2000」多管火箭炮 

(F) 越野裝甲汽車是步兵戰力的「倍增器」 

從最近俄羅斯紅場閱兵時展出的虎式裝甲汽車，美軍積極採

購的重型裝甲汽車，歐洲陸軍武器展所展出的各型裝甲汽車，

它們是可以抵擋輕武器射擊、炮彈碎片、地雷，越野性能良

好的裝甲汽車，近年先進國家的陸軍已經逐漸減少 8X8的輪

型甲車的使用，改採裝甲汽車作為步兵運輸的載具。 

 

如果國軍將越野裝甲汽車作為機械化「步兵班」的基本機動



作戰載台，那麼一個步兵班可以配置兩輛類似俄羅斯的虎式

裝甲汽車，車上除了數位化戰場觀通系統外，還可以裝設由

肩射防空飛彈及單兵反裝甲火箭混搭的遙控射擊系統，

40mm 榴彈機炮或排用機槍遙控射擊系統等武器，讓以往原

本屬於上層單位的支援火力，下放到「步兵班」的作戰單位

元，在越野性能優越的裝甲汽車機動下，步兵班能攜帶充足

的彈藥及其他獨立作戰所必需的，直接伴隨步兵投入與敵交

火的第一線前沿，大大提昇了步兵班的火力，機動力，防護

力和自持能力，成為步兵戰力的「倍增器」。藉此，「步兵班」

可成為國軍往後在地面作戰中一個具有強勁作戰能力的「基

層戰術節點」，大幅提高了基層步兵戰鬥單位的戰術價值。 

 

越野裝甲汽車的服役使得國軍原先用於載運步兵的M-113或

雲豹輪型甲車得以釋出，轉作其他用途，這些裝甲人員載運

車可以改變它原有以載運步兵投入戰場的傳統任務，轉而作

為機械化步兵的火力支援單元。可裝設 30mm鏈炮炮塔，105 

mm低後坐力炮塔，後裝式 120 mm自動裝填迫擊炮或野戰

防空機炮各型武器的裝甲載運車，可進一步強化機械化聯兵

旅的戰場直接支援火力。 

 
裝有 30mm鏈炮炮塔的雲豹輪型甲車 



 

裝有 105 mm炮塔的雲豹輪型甲車 

 

相對於體積龐大，造價昂貴，維修複雜的輪型甲車，裝甲汽

車是技術複雜度低，採購成本不高，後勤保障容易，可以迅

速國產化後投入量產，作為「步兵班機動作戰載台」，可以

節省一筆龐大的輪型甲車採購預算，體積較小也提供了未來

機步旅進入山區作戰的便捷性，是國軍建軍備戰中應該推動

的重點。 

 

俄羅斯的 KAMAZ-43269型步兵裝甲汽車 

 



 

適於擔任步兵「班機動作戰平台」的美製「虎式」裝甲汽車 

 

 
英國裝有「星光」防空及反裝甲「雙功能」飛彈發射座的裝甲汽車 

 

其他，像工蜂四型、工蜂六型火箭炮這種技術成熟、造價低

廉、後勤保障簡單、機動性良好、可對敵集結兵力造成大面

積殺傷的近程支援火力，火箭彈經過性能提昇後可以編入聯

兵旅的編組中，作為旅級和營級的火力支援單位。 

 



 
可進行大面積 “集火射擊” 直接火力支援的利器：「工蜂-六型」多管火箭炮 

 

 
經整體性能提昇後的「工蜂四型」多管火箭，可提供小部隊有力的火力支援  

 

無人機將成為戰場偵搜/打擊的要角 

為了「即時 Real Time」瞭解守備區戰場狀況，強化戰場觀通

能力，建構「數位化」戰區指管通情機制，國軍應積極配置

小型無人機(UAV)到基層作戰單位，以強化國軍在數位化作

戰中戰場資訊的整合。如果能持續研究發展，國軍的無人機

未來可以替代攻擊直昇機的功能，成為戰場偵搜/打擊的主要

力量。 

 



 

開始批量服役於國軍部隊的中科院「銳鳶」無人偵察機 

 

中科院研製的「魔眼」無人直升機，適用於野戰部隊偵察使用  

 
中科院研製的「紅雀二型」無人機、適於國軍基層作戰單位使用 

 



為何要建立國軍「不對稱」二次反擊的能力? 

 

如果經過綿密詳細規劃的火力覆蓋配置，加上佈置在高山離

島的雷達監測觀通網絡，水下監聽陣列網絡，長時間滯空的

預警機、無人偵察機和裝有合成孔徑雷達/光電監視系統的平

流層滯空飛艇，台灣已可全天候有效掌握台灣海岸周邊 300

海浬範圍海域及空域的敵情動態。 

 

其實，座落於新竹樂山的超地平線雷達對台灣的防衛作戰實

質意義不大，倒是對於美國防禦中國大陸洲際飛彈的早期預

警，提供了極為有用的資訊，也對美國偵測中國大陸內陸空

域的飛航情報提供了重要管道。當年倘若政府高層能夠支持

國防自主，中科院二代長白相控陣雷達系統業已建構完成，

可以建立一套偵搜範圍可達一千公里以上，擁有自主知識產

權，全方位的早期預警雷達系統，可有效監控半徑一千公里

範圍的周邊軍事動態，收集來的情資完全可為我方自己掌握，

經費可大幅降低，促進了國防科技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可惜

主事者沒有這樣的眼光，認知，抱負與魄力，讓台灣國防科

技發展與國防工業停滯不前，而且日益萎縮，也浪費了五百

億的國防預算去為人作嫁，實在讓人感到扼腕。 

 

結合遠程打擊武力、岸基制海武力、瀕海艦隊、攻擊潛艇四

大支柱，台灣就可以像刺蝟般在近程(100 海浬)，中程(200

海浬)以及遠程(>300海浬)的範圍內築起一個 1-2-3防線，分

別在 100海浬/200海浬/300海浬的地區佈署層層疊疊的強大

火力，以確保我國近岸三百海浬(540公里)海域的安全，加上

空軍的戰機，綿密的防空網和強勁的地面部隊，符合國軍積

極防禦的作戰需求，是台灣國防戰略應該追尋的目標。 

 

然而由於台灣沒有足夠的國防縱深，即使在這樣嚴密的防衛

部署下，台灣的防禦力量也可能在一夕之間被別的國家用



「偷襲珍珠港」的模式摧毀殆盡，所以國軍仍然應該積極建

立發展二次反擊能力，以可隱藏在山區洞穴中，射程

1,000~2,500公里的巡弋飛彈及中程彈道飛彈為主，以不發展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原則，以窒息敵之指管通情、癱瘓敵作

戰暨後勤支援體系、電力和交通網、以及關鍵工業為目標，

以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為手段，以摧毀敵之有生戰力為宗

旨，是國軍積極建構二次反擊武力應該努力的方向與目標。 

 

根據媒體報導，中科院在完成射程為 600 至 1000 公里的雄

二 E巡弋飛彈計劃後，繼續以擎天載台為基礎，發展高倍數

超音速長程巡弋飛彈的“雲峰”巡航導彈計劃，專家估計射

程可達 1200公里，未來改進型將能夠達到 2000公里或更遠

的距離。雄二-E飛彈是國防部以「戟隼」專案，經過八年研

製完成，總共花費預算三百四十六億新台幣（約十億九千萬

美元），預計將生產二百四十五枚。十億九千萬美元約可購

買十架先進戰機，但其所發揮的戰略嚇阻效果及其戰術價值

確遠大於十架先進戰機，而且戰場生存性亦高於容易遭遇到

攻擊的戰機。所以政府往後應該多分配些預算給國內的國防

科技研發單位以及國人自製武器裝備的採購，以強化我國防

工業體系，落實以國造武器為主，外購或合作生產為輔，獨

立自主的國防體系。 



 

國軍應具備「戰略嚇阻」力量，建立「誰想欺負我，我就打誰！」的國防 

 

國軍二代兵力未來的發展 

本文綜合各方面的研究報導，回顧了中華民國國軍二代兵力

的發展，針對國軍在本島防禦作戰的發展方向與可能遭遇到

的問題作了一些剖析與建議，希望能夠通過檢討改進後，對

國軍整體的戰力有所提昇與精進，在戰爭爆發時能夠迅速投

入優勢兵力，有效遏阻敵人的軍事進犯，確保人民的生命財

產的安全。 

 

當然如果沒有素質優良，戰技純熟的官士兵去操作維修，那

些複雜先進的武器裝備不過是擺著唬人的銀樣臘槍頭，所以

如何招募優良的官、士、兵，培養一批專業技術好、戰術戰

技好、武德操守好的「三好戰士」，是國軍二代兵力整建成

敗關鍵之所繫。現代化戰爭對如何應用高新科技的武器裝備



及伴隨而來戰術戰法的變革，專業人才的需求孔急，也許通

過「募兵」可以建立一支具有專業素養的現代化軍隊，但是

軍事變革應考慮到目前國內的社會氛圍，政府財政枯竭的問

題，招募兵源的問題，尤其對軍隊的傳統與精神的傳承，主

其事者應該謹記：「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

徒務近功」。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