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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蔡氏之「上位軍事戰略」 

 

曾祥穎 

陸軍退役少將 

 

在民國 105年軍人節的前夕，蔡英文總統對國防部

下達訓令：「過去幾十年間，缺乏上位軍事戰略指導更

新，須建構新軍事戰略，擬定國家建軍目標。」1此一政

策指導等於否認了歷次國防報告書中「國防政策」的正

當性，以及以往建軍的成果。國防部除應依《國防法第

31條》規定向新總統提出「國防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外，並須於明年

初依令完成「新軍事戰略」之初稿。此舉茲事體大，對未來我國防安

全與建軍戰備之影響，至為深遠。 

我國對「軍事戰略」之定義：「為建立武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

利狀況以支持國家戰略藝術，俾得在爭取軍事目標時，能獲得最大之

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若此定義仍然為真，則兩者之間的主從地

位非常明確：即「軍事戰略」之擬定必須以「國家戰略」為依歸，這

種指導與支持的關係是不可改變的。但是，眾所周知，當前政府其實

並沒有明確的國家戰略與指導可供各界依循，更可以直截了當的說：

「蔡政府的國家戰略便是沒有國家戰略」。這種務虛又空洞的作為，

當然對國家發展是極其不利的，尤其對講求「可長可久」的建軍規畫

而言，在沒有大的前提下（所謂之上位軍事戰略指導），軍事戰略的

擬訂，就有無的放矢之虞，其中風險之大，不言可喻。 

 

沒有國家戰略指導之軍事戰略 

本文認為蔡政府自從執政以來，因為缺乏國人得以遵循的「國家

戰略」之故，不但兩岸關係因對「九二共識」的僵持，轉向瞬間「冷

凍」；在內政方面，「昨是今非」與「昨非今是」莫衷一是之例證，亦

屢見不鮮。由此可知今日「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四大戰略窘迫

之根由，實為「國家戰略」一直不能或不便確定而來。展望未來如中

                                                      
1〈社論：軍事戰略審時度勢融入創新 確保安全〉，青年日報，2016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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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實力能有穩定的低度成長，而我國經濟未有起色，則時間與市場

都非我所能逆料。就當前國內外政經局勢發展趨勢推斷，2我國「內外

交迫，進退失據」的狀況，會有變本加厲之勢，應是不難預期的結果。 

眾所周知，至少在中共下一任的接班人選明確前，兩岸和平的關

鍵在於對「九二共識」的解讀；在中共異常堅定的立場下，蔡英文總

統既不肯正面承接馬英九政府時期「積極」的論述，以落人口實；又

不敢公然否定並揚棄其內涵，主張類似「兩國論」甚至「臺灣獨立」

的言論，以免兩岸真的發生「地動山搖」的危險，因此，在戰略上並

無迴旋的餘地，只能極盡詭辯之能事，提出空洞的「維持現狀」模糊

策略，望能以文字遊戲，緩兵一時，先求過關，3視國際與中共之反應，

再做打算。 

此舉是否冀圖僥倖，的確有商榷餘地；不過，現實狀況下，蔡政

府為求得一時之安定，亦有其不得以之苦衷，而不得不為然。然而，

蔡對「維持現狀」固然有自己的解讀，4不可否認，對方亦有解釋的權

力（通常是負面的解析，而且，國際權力權重愈大，詮釋的份量愈重），
5為政者不能自以為得計，並一廂情願的寄望於對方善意之回應，以對

外卸責，對內交代。6何況，這是便宜行事，而非長遠之計，更無以替

代「國家戰略」之地位，徒然喪失其主導國家未來發展方向之地位，

淪為眾人爭論之議題。 

平心而論，其實目前所見無論「靠美、親日、遠中」，7或者「親

                                                      
2如：中共的「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將南海諸島軍事化、北韓核武武器化的發展、菲律賓終止

與美軍軍事演習、美軍加速關島軍事設施建設等。 
3曾薏蘋、楊家鑫，〈小英：回歸 1992 歷史事實是對陸最大善意〉，（臺北，中國時報，民國

105 年 10 月 9 日)，A3 版。  
4
中共要的是「維持」馬政府時「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現狀」；蔡政府要「維持」的卻是

沒有「九二共識」內涵的「現狀」。朱界陽，〈九二共談，海闊天空〉，（臺北，聯合報，民

國 105 年 10 月 7 日)，A17 版。 
5中共「社會科學院」對蔡「雙十談話」之評論：「承諾為虛，空談為實；對話為虛，對抗為

實」。郭乃日，〈臺專家：蔡的藍圖，內政擺第一〉，（臺北，聯合報，民國 105 年 10 月 11

日)，A3 版。 
6中共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所副所長巫永平即認為蔡之國慶演說是「以拖待變，意圖打混過四

年」；見陳柏廷、崔慈悌，〈陸學者：年底是觀察指標－「撤換老藍男…兩岸攤牌時〉，（臺

北，中國時報，民國 105 年 10 月 11 日)，A3 版。另一方面，蔡則將「力抗中國壓力」之說，委

之為對民進黨黨員之用語。 
7
陳一新，〈美日臺同盟，幻滅組合〉，（臺北，中國時報，民國 105 年 10 月 8 日)，A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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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抗中」的戰略，8「不戰、不和、不動」，9都是論者就蔡政府「不

立文字」的施政實況，10越俎代庖，以為其論述之根據，並非蔡英文

自己的意旨。因此，對於軍事戰略之規畫者而言，只能姑妄聽之，不

能據以為之。 

但是，在各界對其「國家戰略」揣摩解讀之際，蔡英文在接受日

本《讀賣新聞》專訪之同時，卻對「國防自主防衛精神」的建軍有了

三項具體的指示：11 

一提高軍人士氣尊嚴，強化軍事訓練，面對現代戰爭。 

二持續外購先進裝備，提高自製能力，國機國艦國造。 

三聚焦並加強資通電之作戰能力。 

以上之指導，若真的出自於統帥之口，自然有其約束力，然而，

卻失之於枝節。同時，蔡總統對國軍所講的「軍種本位、兵役制度、

人事經管、部隊素質與軍隊文化」內涵，12都屬於執行面的範疇，與

「上位軍事戰略指導」的性質，要求相去甚遠，也缺乏具體的理則思

維，讓人難以遵循。 

 

「上位軍事戰略指導」之要義： 

在軍事的領域其實並無「上位軍事戰略指導」之說。依據蔡「旨

在建構新軍事戰略」的指示，其要義應是指確認未來國家要打什麼樣

的仗，從事什麼樣的國防建設，以支持國家戰略，確保國家利益。例

如美軍的「網狀化作戰」，中共的「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俄

羅斯的「不對稱、非接觸第六代戰爭」，甚至新加坡的「毒蠍戰略」。

可知這種軍事戰略最高理念的發皇，都是依國家主觀條件與客觀狀況，

在國家戰略的指導下，經過深入的長期思考與多方論證而來，13方能

                                                      
8
社論，〈當美國執行臺灣關係法成本過高〉，（臺北，中國時報，民國 105 年 9 月 18 日)，A11

版。 
9前遠景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博士對蔡之評論。見郭乃日，〈臺專家：蔡的藍圖，內政擺第

一〉，（臺北，聯合報，民國 105 年 10 月 11 日)，A3 版。 
10
禪宗「拈花微笑」，「不立文字」藉由頓悟以求其本心。 

11
曾薏蘋，〈蔡：強化太平島成人道救援基地〉，（臺北，中國時報，民國 105 年 10 月 8 日)，

A3 版。 
12青年日報，2016 年 8 月 26 日，社論。  
13美軍的「網狀化作戰」概念源自於「波斯灣戰爭」；中共的概念則是經過近二十年的論證，

才確定揚棄毛澤東的「人民戰爭」，2008 年確定，2010 年起加速三軍建軍的腳步與三軍聯合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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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 15-20年國家與國防資源運用之準繩。 

再者，任何一個國家的「上位軍事戰略指導」一旦確立後，除了

牽涉到軍事思想、組織編裝、戰備演訓、後勤補保、指管體系、情報

通信等一系列的重組外，期程至少須十年以上，或接受下一場戰爭的

考驗為止；此期間都必須經過先求「有什麼，打什麼」，再揚舊整新，

逐步從「量變」過渡到「質變」，進而完成「打什麼，有什麼」的理

想。而且，即便理論與實際都能如期如質完成，最終都還是要接受戰

爭嚴苛的考驗。14 

 

世界主要國家建軍歷程： 

為瞭解「上位軍事戰略指導」的影響力，茲以世界主要國家建軍

歷程為例，以為佐證。中共經過 20年的論證，2006年確立了未來建

軍的方向－「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制定「三步走」發展戰

略，在以「核常兼備」的火箭軍（第二砲兵）維護國家安全的保障下，

開始依海空陸軍的優先順序從事軍事建設，其規模之大，幅度之廣，

變革之深，堪稱前所未有，至今已見其初步成效；然而，戰力之形塑

必須「真積力，則久入」，非旦夕之功，15因此，雖然美方仍有人以為

中共之戰力尚未達到強國應有的水準，難與其在太平洋爭雄。16不過，

「功不唐捐」，中共亦未著眼於當前，並未好高騖遠，而是希望在 2020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目標，17以其每年國防預算都大幅

度成長支持的優厚條件下，期程仍至少 15年。 

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德軍；1919年戰敗的德國在「凡爾賽和

約」箝制下，塞克特(Johannes von Seeckt)上將慎思熟慮，勵精圖治；

規劃典章制度，重視人才培訓；結合工業農業，從事國防建設；以輪

車代戰車，灌輸閃擊思想；奠下 1935 年希特勒重整軍備的基礎，五

年之內從「十萬基幹」擴張為「百萬雄師」，橫掃歐陸，時程長達 20

年。 

再以今日主流思想「網狀化作戰」為例；美軍也是在 1974 年越
                                                      
14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法聯軍對戰車的運用。 
15一位軍官接受並完成戰略教育至少須歷時 15 年，任少將級指揮職則須 20 年。 
16中共海軍雖然有中東維和護航的歷練，但於參加太平洋軍事演習時，見習性質濃厚，因此，

外界對其評價不高。 
17《2010 年中國的國防》，國防政策段，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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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失敗後，迷失十年，直至 1983年雷根總統時期，以「高尼法案」

為經，「星戰計畫」為緯，全部「砍掉重練」，方能逐步走出越戰陰霾，

使軍隊從空洞化中復甦，期間雖有「波灣戰爭」的勝利，直至 2003年

經過無數論證後，「網狀化作戰」概念方才確立，並從其中衍生出各

種的戰法(如反進入/反阻絕 A2/AD)，耗時約 20年。 

至於俄羅斯在前蘇聯解體之後，軍隊建設停滯了十年，從兩次「車

臣內戰」拙劣的表現中，18可知其國防體制受創甚深，難以為繼。2000

年普丁(Vladimir Putin)上臺後，以「不對稱」的「第六代戰爭」為建

軍思想的主軸，19開始整軍經武；於 2007年正式依規劃開始建軍，除

藉克里米亞危機與烏克蘭交惡，以及近期不惜觸怒美國對敘利亞 ISIS

之用兵，皆有驗證理論與戰法之性質。依據計畫俄軍預期 2020-2025

年才能達到初步目標，20期程為 20-25年。21不過因為相關計畫資金的

不足，而有延宕的可能22。 

日本方面，其「上位軍事戰略指導」的演變，耗時更久。自蘇聯

解體後便暗自揚棄其「專守防衛」的軍事戰略；1992年允許派出陸上

自衛隊工兵赴海外以來，即便有「美日安保條約」附庸性質的保障，

日本一直全力的冀圖改變其軍事上處處掣肘的不利地位。但是，阻力

甚大，近年來因外有「中國威脅論」與「美軍久戰疲憊、國防自動減

支」的推波助瀾，內有國會多數席位，迭有進展。直至 2015 年通過

新的「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允許出兵海外－成為「正常國

家」，有了可與中共在東亞一較高低的法源，方算塵埃落定。時程長

達 25年以上。 

 

世界主要國家建軍共同的特色： 

以上的國家都是根據本國的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擬定各自切合

其國情的軍事戰略，雖然著眼不同，規模各異，但是共同的特色是除

                                                      
181994、1999 年的兩次車臣內戰中，俄軍作戰的主力為「內務部隊」（維安特勤）而非正規

軍。 
19由俄羅斯軍事科學院前副院長史利普欽科少將對未來戰爭提出的理論，性質與美軍相近。 
20王海濱，《普京時期俄羅斯新軍事變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11

月），頁 89-90。 
21主要因素在於視經濟（能源出口）是否能夠支持而定。 
22王海濱，《普京時期俄羅斯新軍事變革研究》，頁 24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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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客觀上有其可行的理論基礎外，主觀上也都具備了不待外求，獨立

建軍的能力。政策一經確定便一以貫之，即便自製的各軍種武器裝備

系統性能差強人意，單價也高於現貨市場也不放棄。23這種不受外國

掣肘的主客觀條件，為利用未來的科技進步與本國獨特的研發，有螺

旋式增長的可能與空間，能凌駕假想敵國，符合本國或未來需要之張

本，方是能依期程成功建軍的前提。 

在戰略規劃方面，必須認清盟友是可用而不可信的現實，任何國

與國所訂定的盟約，除非是「附庸」，國際上沒有「興滅繼絕」的道義

可言。因為一時之利益而片面撕毀盟約或棄盟邦如敝屣的歷史案例，

不勝枚舉，24美國亦不例外；25因此，為了不被盟友出賣或背棄，有深

厚的軍事工業的國家都以自給自足（至少須主戰系統有自主的能力）

為原則，這就是法國、印度、以色列，甚至北韓(以核武為生存要件)

寧願受人非議或制裁，也不願受制於人的主要原因。 

 

我國需要之「上位軍事戰略指導」為何 

就蔡英文接受讀賣新聞的訪問內容審視，她對國軍的要求是要

「面對現代戰爭」，建立「國防自主防衛精神」。26設若前者為前提，

後者為結論的指導下，所謂的「上位軍事戰略指導」應如何擬定？ 

--「有指令，依指令；無指令，依判斷」 

一個國家的軍事戰略通常都是以國家能夠因應最壞的狀況（戰

爭），27確保國家生存與發展為著眼；一般而言，在國家戰略不明確的

狀況下，按照計畫作為「有指令，依指令；無指令，依判斷」的思維

理則；層次愈高，指令愈模糊，依權責自行推斷的權重愈大；期程愈

長，角色愈多，不可測的主客觀因素與變化愈大。 

不論政治、外交之語意如何，未來兩岸是「臺獨與反臺獨」的爭

                                                      
23日本的武器系統均力求自製，其飛機、潛艦、戰車單價遠高於美製系統。 
241939 年德國入侵波蘭，英法為履行對波蘭的盟約，對德宣戰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在波

蘭亡國之前與德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瓜分波蘭，雙方旋即反目；戰爭結束，被救援的波蘭卻

淪入鐵幕，毋寧是對國際公理正義最大的諷刺。 
25除美國對我無禮之斷交外，兩伊戰爭時期，美國中斷伊朗軍機的零組件與彈藥供應，使其空

軍戰力無法投入戰爭而失利；又如對南越之遺棄與對菲律賓之背離。今日又因中共的崛起，而

視其為假想敵人。 
26同註 11。  
27美國例外，其軍事戰略是支持其「不容許有可與其匹敵的對手存在」的國家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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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中共是我最大的威脅，應無疑義。在缺乏具體訓令必須實施推斷

式的判斷時，通常都是以國家的地理特性、假想敵國、地緣情勢發展

為主要因素，依據國家現實或潛在的最大威脅，做最嚴謹而平實的判

斷。 

--我「軍事戰略」離不了「海島攻防」的本質 

以我們四面環海的地理特性分析，軍事戰略的本質，不論如何都

脫離不了「海島攻防」－拒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灘頭、殲

敵於陣內－的課題，28對弱勢一方而言，戰爭成敗端繫乎於先期能否

「拒敵於彼岸」，使敵人難越雷池一步而定。29 

以往我軍戰力尚能夠維持海峽之間的均勢，目前則已經甚至加劇

向對岸傾斜。未來中共自由進出第一島鏈，與美軍對峙於第二島鏈以

西的態勢已明朗，除能確保其海上能源通路外，同時也對我完成戰略

包圍，臺灣海峽天險作用喪失，海島的攻防我將居於極不利之地位。 

--兩岸戰力向中共「雪崩式」傾斜 

其次我們的問題是兩岸的軍隊建設實況與潛勢，呈現出極大而且

無法扭轉的反差。中共目前除有 70艘潛艦(核潛 12艘)，第二艘航空

母艦明年可望服役外，2012-2016 年服役的新型護航艦與驅逐艦即達

54艘，建造中的有 13艘；空軍三代機約 900架，有三型的四代機都

已進入小批量生產；加上 DF-41洲際飛彈及 DF-21D反航空母艦彈道

飛彈與北斗導航系統的結合，都是將眼光放在第一島鏈以東海域，對

美軍的海上反反進入/反反阻絕作戰(AA2/AAD)方面。 

在東亞與南海方面，前者中共「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宣佈，在戰

略涵義上已為爾後與美日對抗之伏筆；後者利用國際仲裁的機會，順

勢化南海各礁為島，互為犄角，將其軍事基地化，30一則保護其海上

能源通路安全，二則使蘇比克灣無用武之地，斷絕美軍航母戰鬥群進

入南海，迫使美軍必須於菲律賓海以東部署，而喪失其「威懾」或支

援的能力。其戰略思維之細緻與部署進度之速，令美、日無以有效因

                                                      
28「不列顛戰役」英軍能拒敵於彼岸，使德軍「海獅計畫」無以為繼；「諾曼地登陸」德軍既

不能拒敵於彼岸，又無法擊敵於半渡，使盟軍得以反攻歐陸。古寧頭之役國軍能殲敵於灘頭與

毀敵於陣內而大捷。 
29 停止「雲風」計畫即是一例。 
30除機場與鷹擊-62 反艦飛彈外，廣設雷達建立水面航海識別區；並在永興島佈放水下拖曳式相

列聲納及反潛機庫。若一旦南海防空識別區宣布，即為其已完全掌握南海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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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此外，以陸軍 2015 年朱日和聯訓基地的十次演習重點觀察，無

不是以我為對象。31基地中複製我重要地區（機場、港口、總統府)同

比例設施，演練突擊或斬首作戰之情資，「司馬昭之心」是公開的祕

密，連網路上都有刊載。32可見戰爭其實離我們並不遠。 

--地緣情勢的發展 

「靠天吃飯要餓死，靠人打仗會失敗」。亞太地緣情勢呈「美消

中長」的趨勢，至為明顯。如果我們「親美日、抗中共」政策的背後

是寄望於美國會信守「臺灣關係法」，重演 1996年「飛彈危機」時的

承諾，利用日本的戰備存量與基地設施，甚至拖日本下水，以支持我

們面對中共任何形式的「武力進犯」，那麼，我們也必須做好再度被

美國與日本出賣的覺悟。 

無論誰是美國下一任總統，對我國而言都不是好事。東亞或臺海

「一旦有事」，必定是中共經過外交折衝之後，舉全國「政經心軍」

實力，謀定而動的後果。33因此，美國在國際現實壓力下，不是被中

共說服，袖手旁觀；就是屈服中共的壓力，棄約背信；不會冒著航母

戰鬥群被擊沉的危險，充其量只不過對我虛應故事，令我徒乎奈何而

已。「國之貧於師者，遠輸」，畢竟太平洋之遼闊，美國若再犯「越戰」、

「美伊戰爭」兩場使國力大傷的教訓，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結論 

任何的「上位軍事戰略」不是作文或口號，要能實際指導戰備；

畢竟戰爭是以勝敗而論的，分數不是老師或民眾打的，是由敵人給的。 

主張臺灣獨立的人士，都必須先做好「破家從軍，流血打仗」的

準備。如果認為只要奪取政權，透過「合法」的程序，「隱性」或「顯

性」獨立，就可以被國際接受，敵人亦無計可施，那就未免太過於「坐

井觀天」了。 

川普的當選，習核心的確立，將是未來十年中美交鋒的主軸，對
                                                      
31林逢春，〈從中共朱日和聯戰演訓機地對臺針對性作為論我因應之道〉，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49 期，民國 105 年 10 月，頁 15。 
32上引期刊，頁 17-18。 
33「一帶一路」大戰略完成，中共以「歐亞大陸」的麥金德地緣戰略，對抗美國的馬漢海洋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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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而言，是極不利的發展。因此，與其虛幻自以為是，不如先檢討彈

藥、另附件存量與補充，充實戰力，以免重蹈伊朗空軍戰時停擺的覆

轍，34才是正道。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34兩伊戰爭時，美國停止對伊朗戰機的支援，使其戰力大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