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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中共戰略態勢判斷  

陸軍退役少將 

曾祥穎 

 

自古以來，國家的遠程戰略判斷‐「廟算」‐為國家戰

略擬訂的依據，是國家大政方針之根基；結論之至當與否，

關乎國家生存發展與民族興衰至巨，其地位之重要，不言

而喻。尤其甚者，戰略態勢之研判應以敵情為主，在主觀

的條件下，力求客觀，不可偏執，以免失真，不利於未來

局勢之因應。況且，宏遠客觀論斷之愈真實，愈具彈性‐「修道而保

法」‐亦愈不受時代變動因素之影響，容易獲得穩妥長治之局，有利

於國計民生，反之則否；昔日孫武論兵，始計為第一，以廟算為先，

就是這個道理。 

試以中共「武裝奪權」後之亂與治為例，申論之；上世紀中葉，

我方「戡亂」失利，退出大陸主戰場之後，大勢之所趨，使我一直居

於不利之態勢，危若疊卵，百廢待興；但是，毛澤東的「早打、大打、

打核戰」之判斷，以及「時時臨戰」之指導，不僅使大陸陷於混亂饑

荒，亦予我有喘息之機，得以復甦並奠下今日之基礎；迨至鄧小平掌

權，做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之結論，採取暗合蔣公「中國之命運」

要旨之戰略指導1，採「三步走」政策，「對外忍耐、對內發展」，以

經濟「翻兩番」（2
2
)為目標，穩妥漸進2，和平崛起，不但避開了美國

之干擾而有今日與其分庭抗禮之實力，以經圍政之攻勢亦使我態勢愈

居不利，難以扭轉；毛鄧兩人，同樣的三十年功夫，前者使國窮民敝，

後者則欣欣向榮，兩者一枯一榮，相去何殊？由此可知，一個國家的

戰略判斷與指導對國家之命運是如何的重要。 

平心而論，我國以往並不乏遠程戰略判斷，但自「國家統一綱領」

之後，已不復有宏圖遠見；謀國短視近利，蹉跎偏安畏讒，任令時間

流逝，維持現狀自欺，率然甘於被動，彼長我消結果，致使「太阿倒

                                                      
1
 蔣公於民國 32 年抗戰對日反攻之前，依據陶希聖之草稿，著成「中國之命運」一書，做為戰

後國家戰略指導之方針。其綱要為：民族同源；現代國民；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平等外交；

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其後而有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復台灣之舉。鄧小平之小康政策，

收回香港以及爾後之澳門，均暗合蔣公戰略之要義。 
2
 鄧小平對中國發展之戰略指導：初期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至冷

戰結束後則再加上「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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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落入今日之困境，此實乃為謀國者不忠之至也。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今，值此兩岸的態勢敵長我消加劇之際，

未來轉折將會如何，我國家戰略何去何從？和戰如何取捨？為謀國家

生存與發展，實應深入探討兩岸未來戰略態勢的課題，俾能以擬訂至

當之國家戰略，而非徒托空談，更重要的是時已不我予，謀國者要在

中共決心「正確處理台灣問題」前做好因應之準備。 

從事戰略之判斷，首須有主觀之想定‐「場景」（scenario)‐進而

羅列各種主觀條件與客觀因素‐「道天地將法」‐做縱長之分析，不可

預設立場，方能得出較為客觀與公正之結論，做為擬定穩妥國家戰略

之依據。 

我國的遠程戰略判斷應以中共、美國與我國三者之間的互動為核

心；在時程上，作者認為在我國，應以 4任總統任期(16年)為度；對

中共而言，則以兩任權力交接為準；兩者的時間點便應落在 2030年，

對兩岸與亞太都將具有重大之意義，甚至於為兩岸圖窮匕見之時刻。

此期間美國雖已將戰略的重心移置於亞太地區，但受國防經費主動縮

減之制約，難有重大作為，基本上仍屬於「中長而美消」的態勢，如

美之經濟未見起色，甚至於有傾向中共之可能。 

因此，在此前提之下，本文試以 2030 年為度，對中共未來情勢

發展之基本假定為： 

一、無任何重大勢力可取代目前中共之一黨專政體制； 

二、政權交替模式無重大改變，然權力鬥爭權重增加； 

三、整體經濟成長趨緩，可能為 4%-3%甚至有可能更低； 

四、可初步達成國防現代化目標，預算轉趨中低幅度成長； 

五、能源需求將使其保障海上航道之投資力度增加； 

六、至 2040年將有具備與美國於西太平洋抗衡之勢； 

七、創造有利環境以解決「臺灣問題」。 

就以上之假定，分析如下： 

鄧小平對中共發展戰略指導之思路，基本上就是《孫子》〈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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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前者在己，後者在敵。具體

的指導則是「求之於勢，不擇於人」。換言之，為求爾後之「有所作

為」，必先要能「韜光養晦」，努力建設，自立自強；先求國富，再談

兵強；先求生存，再談發展；有了實力，才有份量。 

鄧氏此一戰略指導，貫徹至今，成效卓然。除了在政治與經濟領

域已具大國的實力外，中共並以「一帶一路」的戰略與美國分庭抗禮；

在軍事方面，太空、核武、海、空軍戰力組建之速度與質量，已今非

昔比，其崛起之速，迫使美國將戰略的重心移轉至亞太地區。從未來

中共的國家戰略大體上應將仍準此方針行之，然在亞太事務方面，「有

所作為」之權重將視個案而增加。 

雖然目前中共經濟成長不若以往，「十三五」計畫的指標為6.5%，

達成的難度甚高，3但如未發生不可預期之「硬著陸」狀況，4其訂立

經濟「中等富裕」的目標，5應有提前在習近平交班時達成之可能；6國

防方面，2008年提出「三步走」的建軍期程中最重要的第二步：「2020

年實現機械化、信息化」之指標，端視 2017 年能否順利完成「再次

裁軍 30萬」而定。若然，縱然其經費之成長減緩(7%-4%)（見表一），

其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與軍隊現代化之時間亦將可望提前 5-10

年完成。「中葉」最早可落在 2030年前後。 

若這兩大目標能提前達成，則未來中共自由進出西太平洋，爭取

戰略縱深，則乃大勢之所必然。因此，在地緣戰略上，臺灣的地位便

更加突出，如何主動有效的解決台海問題，將成中共未來戰略的重中

之重，其成敗利頓，關乎存亡，不可不察。 

中共認為跨越太平洋是其走向大國的核心戰略；台灣位於第一島

鏈中央，「處於中國國防安全的戰略地位」，「雄據臺灣一點，可以縱

橫太平洋」，其得失是國防安全之最大挑戰。7其容忍之「底線」為不

容許「臺灣獨立」－無論實質或名義上；8
20 年前，自李登輝的「兩

                                                      
3
 2020 年中共 GDP 成長預估值在 4%到 7%之間。 

4
 經濟學人智庫將 2016 到 2020 年間，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定為 30%。 

5
 指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全面小康社會」。 

6
 郎毅懷，《跨越太平洋‐中國走向世界強國的核心戰略》，（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 年 9 月)，

頁 13。 
7
 房功利，《新中國鞏固國防的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頁 275-280。 
8
 鄧小平－收復香港；江澤民－收回澳門；胡錦濤－兩岸接觸；習近平－臺灣獨立？這樣的歷

史地位？貴官認為中共要不要用兵？國際的約束力如何？從普京於烏克蘭之作為即可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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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論」提出後，中共‐「修道而保法」，一改以往緩處理的態度，迅速

完成「反國家分裂法」及相關之海洋法案立法，建立爾後在國際上對

臺用兵之合法性，以預為排除美、日可能之干擾埋下伏筆。 

其次，為建立「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略環境，配合其第三代核武

與海空戰力之組建，中共為排除其進出第一島鏈的干擾與限制，以海

空掩護其兵力之安全，先在東海建立防空識別區，宣示管轄權，為未

來與日本海空衝突，先處有利地位；復又改變「擱置爭議」的戰略，

積極於南海填海造陸，建設海空基地，以區域阻絕美軍進入南海；完

成「北斗導航體系」組建，發展「常規導彈打航母戰法」嚇阻美軍等

作為，無不是為爾後創造對臺用兵，預為建立「勝兵先勝」之態勢。

一旦佈局完成，則「三海」盡入中共掌握，美日對「臺海」將難有置

喙之餘地，至時美軍主力必將退出第一島鏈至關島一線；日本之海上

生命線處處有被截擊之虞，必須繞道以第二島鏈為依托，以引進資源，

應是不難預見的情況。 

雖然有論者認為中共無論在東海與南海作為與海空戰力方面，目

前其手段並不足以支持其目的，且航空母艦戰力成形，猶待時日。9然

而，以目前科技發展與共軍的建軍歷程觀察，放眼於未來十年，現在

的問題應該都不是問題。2030 年中共國防現代化初步完成後，南海

與東海的問題都可能變成一個假的命題。而且美日是否還能享有於第

一島鏈海域（東海、臺海、南海）行動之自由？琉球駐軍是否有存在

之價值？甚至美日安保條約的存廢，都比「臺灣問題」來得重要。 

在此情勢下，判斷中共 2030年之大戰略應在建立：「以發展安全

為核心，以和平競爭為攻略；採取平和美國、冷對日本、攜手俄國之

手段，戰略重點在東，傳統重點在南」的格局。目的在有利其持續發

展，並為「有效解決臺灣問題」做好「兩手準備」。一言以蔽之：以

實力為後盾，「既聯合，又鬥爭」，必要時以「武力解放台灣」。 

姑且不論，本文之判斷是否為真，未來我戰略態勢愈趨不利，乃

是不爭之事實。中共以和為主，以戰為輔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戰略縱使不會旦夕轉變，但是可以預期「武力解決」選項之權重增加，

                                                      
9
日本認為東海方面有：中國東南丘陵缺乏有利雷達架設之高地，中共空軍 C

4
/I/SR 能力不足；美

軍認為南海方面有：機場太少、雷達設施、儲油運輸、後勤整備、生活條件、C
4
/I/SR 能力以及

海洋氣候等問題。前者可以北斗系統、電戰機、海上電偵與超視距雷達解決；後者所有的基地

都在初步建設階段，隨著進度之增進，自然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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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合理的結論。 

若然，我國因應之道為何？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能否為

我持續爭取到生存空間？如果逕自否定，會為我帶來何種不利之後果？

凡此，都是我刻不容緩的戰略課題。 

持平論之，「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下的「不統、不獨、不武」，

不是一個至當的戰略，卻是現階段唯一可為我爭取時間的戰略。然而，

我們卻自以民粹內耗，徒然浪費了可以為自己建立「足夠與可恃」實

力的時間。20 年前我們錯過了可以主導中共經濟發展的機遇期，現

在我們又自陷於戰略的極不利地位，未來甚至於還會落入「每下愈況」

的狀況，孰令為之？孰令致之？ 

2016 年的選舉，國人揚棄了現有政府的「親美、友日、和中」

的政策，未來如果轉向「親美日、遠中國」；10從近日大陸的作為觀察，

無論我們如何解釋，對中共而言，就都是一種「戰」的選項。在此狀

況下，一個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府，要求飽受摧殘的中華民國國

軍，未來以老舊的裝備，疏漏的訓練，以人民為質，來迎接不可能獲

勝的戰爭，毋寧是絕大的諷刺。 

中共日益壯大以來，代為我國籌謀者，不乏其人，各種建言，亦

各有居心，卻不見我方有深謀遠慮之道，任令「自我殖民」於中華民

族之外；11想要奢求有「智慧的大陸政策，永續的經濟發展，穩固的

友盟邦交，和順的民間交流」，12如今看來都是「緣木求魚」。 

日本學者小川和久對我們的評語：「中國的戰略部署，解放軍的

戰力，全世界都好奇，但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臺灣民眾」，13實乃是對

謀國者最大的批判。 

不要忘了北宋「朝廷和戰未定，金兵已然渡河」的歷史教訓。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10

 楊泰順，〈新政府：親美日，遠中國〉，臺北，聯合報，民國 105 年 4 月 17 日，A14 版。 
11

 黃光國，〈兩岸關係：問蒼生還是問鬼神?〉，臺北，聯合報，民國 105 年 4 月 16 日，A14

版。 
12

 黃介正，〈蘭德報告與國防省思〉，臺北，聯合報，民國 105 年 4 月 16 日，A15 版。 
13

 小川和久，《台灣政府閉口不提的中國戰力報告：解放軍打算如何攻下台灣？台海為何是中、

美、日的最主要戰場？》，（台北，大是文化，2015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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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共國防預算成長預判(2017-2030年) 

年度 人民幣(億) 高成長7% 中成長6% 中成長 5% 低成長 4% 

2017 9543.54 +668.05 +572.67 +477.18 +381.74 

2018 10116.21 +708.13 +606.97 +505.81 +404.65 

2019 10723.18 +750.62 +643.39 +536.16 +428.93 

2020 11366.57 +795.66 +681.99 +568.33 +454.66 

2021 11934.90 +835.44 +716.09 +596.74 +477.40 

2022 12531.64 +877.21 +751.90 +626.58 +501.27 

2023 13158.22 +921.07 +789.49 +657.91 +536.33 

2024 13816.13 +967.13 +828.97 +690.81 +552.65 

2025 14506.94 +1015.49 +870.42 +725.35 +580.28 

2026 15807.22 1056.11 +948.43 +790.36 +632.29 

2027 16439.51 +1150.77 +986.37 +821.98 +657.58 

2028 17097.09 +1196.80 +1025.83 +854.85 +683.89 

2029 17780.98 +1244.67 +1066.86 +889.05 +711.24 

2030 18492.22 +1294.45 +1109.54 +924.61 +739.69 

註：2017-2020年成長 6%；2021-2025年成長 5%；2026-2030成長

4%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