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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南海的假想圖：「開第 1槍」 

 

俞劍鴻 

國立金門大學一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人類具有好奇心，很想找出貼近事實的最佳答案。

因此，一位研究者回應了以下三個問題：世界上的第一

槍是在那裏開的？答案是：中國。誰開的？答案是：南

宋的第五代皇帝宋理宗。是什麼槍？答案是：宋軍發明

管狀火藥武器，以巨竹筒為槍身，內部裝填火藥與子窠亦即子彈。點

燃引線後，火藥噴發，將子窠射出，這個步槍的射程遠達 150步（約

230公尺/米）。 

 

本文探索與討論的地方是南海。2017年的 11月份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與東南亞國家聯盟 10國《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的第 15

個年頭。「南海行為準則」則是對 2002年 11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的推動與進步。根據報導，在今年上半年，「準則」應該可以落實。

2013 年 6 月，外交部長王毅強調，從《宣言》到「準則」是一個連

續和漸進的過程，兩者相互聯繫，不能分割，更不能只要「準則」不

要宣言。 

 

對於大陸來說，使用武力手段是歷年以來的挑選項目之一。在頭

14.5年，吾人並沒有看到大陸在南海開過第 1槍；可以說，北京的另

外一個選項就是，如果沒有實力就不要開第 1槍。 

 

可是從 2013年 11月起，情勢和格局就不一樣了。中國人民解放

軍海軍第一艘可以搭載固定翼飛機的遼寧號航空母艦，從青島市膠南

小口子軍港赴南海，展開為期 47天的海上綜合演習與訓練。去年 12

月遼寧艦編隊，首次赴西太平洋海域並且於南海完成演練。今年3月，

大陸官方的《當代海軍》雜誌社在一篇文章中公佈了南海艦隊某驅逐

艦隊支隊的集體亮相。該篇重要文章稱，該驅逐艦支隊為「九弟」，

並且介紹說那是 1)一支裝備最先進的驅逐艦支隊；2)該海軍第一支列

http://www.baike.com/wiki/%E5%8D%97%E5%AE%8B
http://www.baike.com/wiki/%E5%8D%97%E5%AE%8B
https://www.baidu.com/s?wd=%E5%AE%8B%E7%90%86%E5%A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uWmLuyNWrjfLPyfsnhR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0LPHDsP1bL
https://www.baidu.com/s?wd=%E5%AE%8B%E5%86%9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uWmLuyNWrjfLPyfsnhR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0LPHDsP1bL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6%B5%B7%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6%B5%B7%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A%E5%AE%9A%E7%BF%BC%E9%A3%9E%E6%9C%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8%AA%E7%A9%BA%E6%AF%8D%E8%88%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B2%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5%B7/2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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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相控陣雷達，能夠進行區域防空的部隊；3)該海軍第一支具備艦空

導彈垂直發射能力的部隊；和 4)該海軍第一支所有裝備完全實現國產

化的支隊。不過，今年 4 月 26 日海軍節當天，大陸首艘以隱身外形

設計製造的「山東號艦」航空母艦，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大連造船廠

舉行下水。1 

 

緊接著要提出的問題是：大陸從近岸防禦向近海防禦與遠海防衛

結合的艦隊，是否準備要和其他國家的戰艦對幹呢?根據報導，日本

政府已經決定，今年 5月將派遣其海上自衛隊最大、最先進的直升機

護衛艦或者輕型航空母艦「出雲號」2，巡弋南海並且停泊菲律賓一

段時間。這將是日本步美軍後塵、挑戰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一個具體

動作。又自今年 3 月起， 日本擁有的同一型號或者第四艘的「加賀

號」3也正式服役。 

  

大陸海軍會在簽署「準則」之後在南海開第 1 槍嗎?雖然筆者認

為可能性極小，幾近於無，但是解放軍的確承認有開過第 1槍的歷史

記錄：4上海市戰役是該軍戰爭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堅戰。

1949 年 5 月 12 日，遵照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鉗擊吳淞（口），解放

上海（市）」的戰略部署，解放軍第 3 野戰軍主力勝利渡過長江後，

對中國國民黨軍重兵據守的上海市寶山區打響了解放國際大都市的

第 1槍。5經過 16天的攻堅戰，消滅了由湯恩伯帶頭與領導的國軍主

力。本文就南海談談一些假想圖 (scenarios)。 

                                                 
1 2017年 3月 30 日，大陸的國防部說， 「我國首艘國產航母正在開展舾裝工作，進展非常順

利。關於你提到的進一步的好消息，我相信不會讓大家久等。」舾裝，通俗點的說，就是船體造

完了，正在填塞武器裝備。 參閱 http://www.CRNTT.com   2017-04-01 07:52:37。有觀察家指出大

陸到 2020年三支現代化的航母艦隊會成軍。參閱 http://www.CRNTT.com 2017-04-04 

00:21:04.2017年 4 月 23日，大陸的官方媒體聲稱，中共海軍已從單一的水面艦艇兵力，發展為

潛艇、水面艦艇、航空兵、陸戰隊、岸防部隊構成的戰略軍種，實現「從近岸防禦向近海防禦與

遠海防衛結合」的戰略轉型。The new aircraft carrier has a displacement of 70,000 tons. It is 315 

meters long and 75 meters wide, and it has a cruising speed of 31 knots. 
2 該輕型航空母艦或曰准航母艦被命名為「出雲號」，本身就不無向中華民族挑釁之意，因為這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原日本帝國海軍一艘裝甲巡洋艦的艦名，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

後，該巡洋艦作為第三艦隊旗艦曾被派往上海市的海域，多次直接炮擊上海市的軍用和民用目標。

近年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新艦艇都以漢字命名，以表示對昔日「帝國海軍」的精神的全面傳承。 
3 加賀號也是二戰期間的一艘戰艦的艦名，具有侵華歷史。 
4 2013年 1月，人民日報間接地說中國要打第 1槍：我們要丟掉那些很容易在壓力和威脅下演

變為投降主義的和平主義和浪漫主義，立足於鬥爭準備，打仗準備。参阅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574006-1-1.html, accessed on March 23, 2017. 
5 上海檔案/Shanghai Archives， No.5(2016)，頁 49。38年 5月，上海淪陷之後，由陳毅接管並

且擔任市長.他說上海不能夠變成一個死城;換言之，絕對不能夠出現停工和停電的混亂現象，也

就是說要歌照唱，舞照跳和生產正常進行。參閱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4%B8%89%E9%87%8E%E6%88%98%E5%86%9B
http://www.crntt.com/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57400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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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姑且不論是在陸地、海上、天空、外太空乃至於異度 (cyber 

space)，開第 1 槍都是存有責任歸屬的問題。絕大多數的人會說，位

於北京市西南約 15 公里處的盧溝橋是打響了全面八年或者十四年抗

戰的第一槍6。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帝國先朝著中華民國開了第 1槍。 

 

1946 年 6 月，北平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和保定綏靖公署軍事法庭

審判日本戰犯茂川秀和少將7的問答筆錄，對誰挑起戰爭有涉及過： 

 

法官問：「七.七」事變是誰挑起來的？ 

茂川答：是日本軍國主義。 

法官問：「七.七」事變近因是為什麼？ 

茂川答：(日軍)北平駐軍外出演習時被打擊了。有這

個事情。 

法官問：這責任應當誰負？ 

茂川答：…日本軍負。 

法官問：第一槍是誰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對大陸而言，自 1987年 5月起，南海是它主要負責的海域8。萬

一處理不當、無法打敗對方的話，開第 1槍並不划算。故，它會先想

到先禮後兵，以時間換取空間。就國、共於 1946 年 6 月的內戰，中

共指責說是國民黨在中原地區的湖北省孝感市大悟縣宣化鎮打響了

第 1 槍9。當時，部分的中原地區是所謂的中原解放區10。之後呢?無
                                                                                                                                            
http://www.xzbu.com/1/view-4099677.htmhttp://www.jinyueya.com/magazine/23837836.htm, access 

on April 17, 2017. 當時擔任 20軍 58師 172團政委的丁公量回憶說從寶山和高橋兩側夾擊吳淞口

就能夠把主戰場引到郊外，而不需要在城市內開火了。參閱 

http://www.xzbu.com/1/view-4099677.htm, accessed on April 2017. 
6 2017年 4月 6日，筆者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內有「民國」這兩個

字並且記錄了以下被日本杜撰的文字:」日軍以中國方面的非法射擊為由，隨即向中國守軍進攻，

並以此為開端…」該館也記載了有關 John H. D. Rabe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Nanjing Safety Zone) 在他的日記所撰寫的文字： Witnessed the brutality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in 

Nanjing. He protested to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bassy many times. Rabe was a Nazi Germany 

member. 中華民國的軍人和平民的傷亡人數大約 3,500多萬，直接經濟損失 1,000 多億美元，間

接的 5,000億美元。參閱國防，2015年 7月(第 353期)，頁 37。       
7 被判處無期徒刑，茂川回國後獲得釋放。 
8 在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劉華清的指示下，大陸海軍首次 10艘艦艇前往南海、宣誓主

權。1987年 2月，聯合國通過了《全球海平面聯測計畫》要求中國大陸在南沙群島修建海洋觀

察站。4月起，大陸派了多艘考察船在南海附近海域進行了 1.5個的綜合勘探項目。 
9 1930年 4~11 月，南京的國民政府和各路新舊軍閥在中原地區進行了大戰，雙方投入了兵力在

http://news.takungpao.com.hk/military/
http://www.jinyueya.com/magazine/23837836.htm
http://www.xzbu.com/1/view-4099677.htm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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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每位當事者應該都會三思是否要開第 1槍。即便是聯想到可

以邀請國內第三公證單位來釐清事件的真相，例如兩條船「交叉相遇」

在海上發生碰撞，調查的結果能讓每方人馬 100%服氣嗎？更何况，

在更加複雜的國際社會能夠找到第三公證單位嗎？其實，在國內找到

第三公證單位也大有問題，例如就 93 年的 319 槍擊案，國民黨第一

副主席詹啟賢在 13 周年說該事件發生之後，經由各方人士組成真相

調查委員會，組成的人員由立法院各黨（政）團依據立法院各政黨席

次比例推薦，並非當時執政的民進黨為主要引導。詹也說 319是真是

假、是否槍傷、是否收買兇手之後滅口，至今仍然沒有答案。吾人也

要問：由陳水扁自導自演的第一槍算不算是等於開了第一槍?當事人

之一的呂秀蓮也希望立法院司法委員會，應針對該案重新啟動調查。 

 

第二，開第 1槍並非保證一定繼續佔優勢，我們要記取歷史上的

教訓：1946 年 6 月中旬，國民黨制定了全面進攻、速戰速決的戰略

方針，投入 80％的全部正規軍，即 193個旅、158萬兵力。其具體部

署為，例如以 21.7萬人進攻中原解放區。國民黨打算在 48小時內消

滅中原解放軍；但是，中原解放軍部隊突圍成功，國民黨承認該次圍

剿、殲滅計畫失敗。11 

 

第三，會不會出現另外一種假想圖，也就是說，忍無可忍的北京

先在南海挑釁或者虛聲恫嚇，而先開槍的則是對方呢？換言之，這種

情況算不算是前者先開了槍呢？這也很難說，只要閱讀以下歷時短短

48分鐘，首次在離海岸線 1,000多公里外的海上反擊戰鬥的文字，就

可以得知以上所言並不接近事實的答案：「最後觀察站定址…永暑

礁…1988年 1月 14日起，…南海艦隊先後進駐…永暑礁、赤瓜礁等

多個島礁。越軍也相應搶佔了附近的幾座島礁，其間好幾次為爭奪島

礁在永暑礁、華陽礁等地，形成對峙差點擦槍走火，有點像走鋼絲。

最後 3 月 14 日雙方終於在爭奪赤瓜礁時擦出了火花—於是著名的

3.14中越南沙海戰爆發！戰前…下達給指揮員的絕密指示是「不主動

                                                                                                                                            
110萬以上，消耗了軍費 5億元，該戰火波及了 20 多個省，雙方死傷人數有 30 多萬。參閱國防，

2015年 7 月(第 353 期)，頁 36. 
10 中原解放區位於長江、黃河、淮河、漢水之間，以河南為中心，連接安徽、江蘇、湖北、陝

西四省，由鄂豫、皖西、豫西、陝南、豫皖蘇、桐柏、江漢七塊戰略區組成。全區人口大约 5357

萬，土地有 9197 萬畝。參閱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02009054.html, accessed on April 1, 

2017. 
11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29511791251994405.html, accessed on March 22, 2017. 

https://www.baidu.com/s?wd=%E5%9B%BD%E6%B0%91%E5%85%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m1IBPju9ujfznAnLPHN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c4PHDkP1bknWRkrHbYPj0d
https://www.baidu.com/s?wd=%E9%80%9F%E6%88%98%E9%80%9F%E5%86%B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m1IBPju9ujfznAnLPHN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c4PHDkP1bknWRkrHbYPj0d
https://www.baidu.com/s?wd=%E5%9B%BD%E6%B0%91%E5%85%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m1IBPju9ujfznAnLPHN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c4PHDkP1bknWRkrHbYPj0d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02009054.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29511791251994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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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事，不開第一槍，不示弱，不吃虧，不丟面子，把敵人趕下我方要

佔據的島礁」 …至於誰開的第一槍12？北京當局做了以下的宣佈：「…

是我方在砍對方纜繩並奪對方國旗的時候揍了對方，一名越軍舉槍向

我方戰士瞄準，[502艦副槍炮長]楊志亮13在制止時越軍槍響，楊志亮

左臂頓時被子彈擊傷！還有一個版本是楊志亮在和越軍的抓扯中，楊

的槍走火被擊傷…而該戰的指揮員陳偉文將軍14去年對記者說的原話

是「一名越軍護旗兵打開保險舉槍向[531艦反潛艇班長]杜祥厚瞄準，

楊志亮伸出左手一擋，槍響了，子彈射穿了楊志亮的左臂。」該怎麼

解讀？可以說是那名越軍開的槍，也可以說不是他。因為只說了他瞄

準沒說他開了槍，說的是「槍響了」，也許是他的「槍響了」，也許是

別人的「槍響了」嘛，不管那麼多反正是「槍響了」！槍響了就可以

開打了…小節總結：不管誰開的第一槍，有火花就行！「15如果要在

雞蛋裡挑骨頭，吾人是否也可以說，當揍了對方16時就等同於擦出了

火花?這是因為大陸的軍事評論員、前解放軍少將彭光謙曾經指出，

如果日本敢打作為實彈的曳光彈，就說明其已經打響第一槍，大陸就

應該不客氣地予以反擊，就不能讓他打第二槍。17 

 

第四，如同第 3點所言，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曾經有朝中共開第

一槍的事實18。今後，它是否會為了報復而再先開第 1槍呢19？ 

 

第五，「拐彎槍」是一種繞過拐角觀察和射擊目標的高科技與計

術武器系統，持槍者(含機器人)在不把自己暴露在對方槍口下就可完

                                                 
12 http://www.jiyifa.cn/lishi/407901.html, accessed on March 23, 2017. 那是大陸海軍在改革開放之

後第一次與異國海軍直接交火。之後，路透社記者從英國打電話給我並且問是誰先開槍的，我回

應說是越方。 
13 戰後，楊志亮得到一等功。 
14 1949年 10月之後，他參與了 5次海上作戰，每次都取得了勝利. 
15 http://www.jiyifa.cn/lishi/407901.html, accessed on March 23,2017. 那是大陸海軍在改革開放之

後第一次與異國海軍直接交火。之後，路透社記者從英國打電話給我並且問是誰先開槍的，我回

應說是越方。 
16 一個觀察員說，當民主進部黨政府上臺後，2016年 12 月，我西非邦交國聖多美普林西比開第

一槍，無預警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參閱 http://www.cdnews.com.tw 2017-04-02 07:05:21， 

accessed on April 2, 2017. 
17 http://japan.xinhuanet.com/jpnews/2013-01/14/c_132101949.htm?prolongation=1, accessed on 

April 13, 2017. 
18 「這和 1974 年[1月]西沙海戰中 274 艇悲劇有著天壤之別。274艇由於死板恪守「不開第一槍」

的規定，也沒有任何在越軍先開槍後的預案，結果只顧喊話警告，被越軍炮火首先擊中指揮台，

導致政委馮松柏和副艇長周錫通當場陣亡。」 
19 「從監聽越軍通訊和俘虜的口供看，越軍也認為中方的警告只不過是虛聲恫嚇，絕不敢開第

一槍！」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314/23/2343912_194417953.shtml,accessed on March 

28, 2017. 

http://www.jiyifa.cn/lishi/407901.html
http://www.jiyifa.cn/lishi/407901.html
http://japan.xinhuanet.com/jpnews/2013-01/14/c_132101949.htm?prolong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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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射擊。當今世界上警察使用最先進的武器，最早誕生於第一世界大

戰後期的德國。2003年 12月，美國與以色列共同研究的拐彎槍在以

色列冒出台面。2009 年 5 月，在第 3 屆中國（北京）國際警用裝備

及反恐技術裝備展覽會上，由大陸自主研發的拐彎槍首次亮相。於特

殊的狙擊作戰時，在拐彎槍上安裝上消音器，更是如虎添翼20。問題

是：這種拐彎槍是否會在南海的島礁上派上用場，而造成誤會，也就

是無法得知當射擊時是（朝天鳴槍表示警告的或者直接向敵人射擊的）

第 1槍還是第 2槍？ 

 

第六， 開第 1槍的人通常可以成為歷史人物，不過他/她也不一

定是當時在場的最高級長官。在南海，是否有無法採取自我克制態度

的人想要在歷史留名？今天，一些大陸人士也許還記得當時擔任第 1

師副師長的歐百川：被定在 1927 年 8 月 1 日淩晨 2 時開始的南昌暴

動是由歐開的第 1 槍，使中共從此有了紅軍。當時他的長官為第 20

軍軍長賀龍。 

 

第七，兩岸中國是否會在南海擦槍走火呢？以下的這筆爛帳如何

算呢？1994年 11月，福建省廈門市郊塔頭村突然遭到駐小金門國軍

炮擊，4人受傷，其中 2人重傷。事發當天，廈門市人民政府台灣事

務辦公室立即向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報告此一情況。後者也認為這

一突發事件非同小可，立即再向高層報告。中共中央領導對此高度關

心與注意，明確了處理這一突發事件的方法和原則。第二天，國台辦

受權發表談話，強烈譴責臺北的惡劣行徑。後者也迅速作出了回應：

「對這次無敵意的誤擊事件深表遺憾」，正協請相關單位辦理「善後

事宜。」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也致函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稱這次事件

是「金門駐軍火炮檢修後試射」部分高爆彈藥未於空中爆炸，落於廈

門，「請貴會代向傷者轉致慰問之意。21」 

 

第八，在學術上，只要表達合乎邏輯，皆能接受社會科學的研究

成果。易言之，如果仍無法接納的話，就等同於在搞政治了。就誰開

                                                 
20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upb6BFdf5251Ha8i_sWJNlIrbd5NNJXFF0Kck-SYEDIkn6uXSVoN

PnEvNKK9kJS7Hju9nKsNVN_Qui0sGaG0SVcTit_ta6YxNKjCR6dE_4_-becPMDYs_T7R9XIZOhe, 

accessed on March 22,2017. 
21 http://lishi.xilu.com/20150707/1000010000837264_2.html, accessed on March 23,2017.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upb6BFdf5251Ha8i_sWJNlIrbd5NNJXFF0Kck-SYEDIkn6uXSVoNPnEvNKK9kJS7Hju9nKsNVN_Qui0sGaG0SVcTit_ta6YxNKjCR6dE_4_-becPMDYs_T7R9XIZOhe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upb6BFdf5251Ha8i_sWJNlIrbd5NNJXFF0Kck-SYEDIkn6uXSVoNPnEvNKK9kJS7Hju9nKsNVN_Qui0sGaG0SVcTit_ta6YxNKjCR6dE_4_-becPMDYs_T7R9XIZOhe
http://lishi.xilu.com/20150707/1000010000837264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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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 1槍會出現至少兩個版本，也就是說相互扭曲了事實。第一個例

子：中共歷來強調不開第 1槍，但是也高調地說絕對不讓對手開第 2

槍。中共也會強調是對手開的第 1 槍，它才被迫自衛反擊22。試問：

是否會有第三者(含機器人)暗中強迫開第1槍的人先開槍呢?例子二：

韓國 1950 年夏天的內戰。一些學者和專家認為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打著「祖國解放戰爭」旗號之下先行發動。可是，也有一批人

認同以下被批評為虛晃一槍、忽悠忽悠讀者或者自作解人的文字：「朝

鮮戰爭雖然發生在朝鮮半島，但無論是朝鮮還是韓國，都不是戰爭的

主角，只不過他們必有一方是戰爭的發動者。討論誰開了第一槍其實

意義不大，因為在戰前南、北韓雙方即在分界線有槍擊摩擦，怎樣才

算第一槍、又是誰開了第一槍，這本就是各說各話，相互把責任推到

對方身上，這對問題的解決毫無幫助而徒然浪費唇舌。23」 

 

總之，自 1949年 10月，大陸對外的軍事衝突發生了 9次。開不

開第 1槍，各有利弊得失。鼓勵北京今後要開第 1槍的人會這樣地解

釋，亦即要排除儒家傳統禮讓和仁義思想所帶給中國人負面的結果：

「如果中國始終抱著絕對不先開第一槍的理念，那麼將來吃大虧的一

定是中國，倒下去的將永遠是中國人。其實歷史早已給出了這樣的答

案。早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當日本人剛開始對中國發起挑釁時，如果

中國那時不是一味的忍讓與退縮，而是馬上勇敢的打出第一槍，那麼

也許就不會有甲午戰爭的全面爆發。因為當中國人打出第一槍後，日

本就不敢得寸進尺，更不敢為接下來的戰爭進行全國總動員，因為他

們會害怕那樣做會給日本帶來滅頂之災。24」 

 

也許開第 1槍這句話適用於今天的大陸，因為其軍事力量已經加

倍的增加。再過 10 年，可能就會像下餃子一樣有幾個航空母艦戰鬥

群（carrier battle group/carrier strike group）了25。不過，我們也要就

                                                 
22 2014年 7月 27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大校張軍社的文章說，甲午

戰爭永遠是中國人心中無法抹去的痛。日本國內的一些右翼分子時刻都在做著準備，尋找著機會，

期待著一場新的戰爭，再次戰勝中國。「面對日本右翼分子的倡狂挑釁，我們要明白宣示，我們

不打第一槍，但也決不會讓你打第二槍。對於侵略者，我們將動用一切手段反擊，讓它永遠沒有

再次侵略的能力。」参阅 http://opinion.hexun.com/2014-07-28/167033090.html, accessed on March 23, 

2017. 
23 http://bbs.tiexue.net/post2_8328648_1.html, accessed on March 22, 2017. 
2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af0b070102w1ea.html, accessed on March 23, 2017. 
25 美國科技網站曾經指出，中國大陸目前擁有 3條核子潛水艇生產線並且已經有能力同時開建 4

艘。此意味著解放軍可能在 3 年內建造 10~12 艘核潛艇，建設真正具有嚇阻能力的「水下長城。 

」參閲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676.shtml
http://opinion.hexun.com/2014-07-28/167033090.html
http://bbs.tiexue.net/post2_8328648_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af0b070102w1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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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打擊、先發制人的網路戰争下一個嶄新定義，也就是說當發動這

種新的戰爭時，是否就等同於開第 1槍？如果是的話，那麼憋了一肚

子火的中共就可能盤算是否先主動出擊了。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http://hk.crntt.com/doc/1046/5/0/5/104650564_2.html?coluid=91&kindid=2710&docid=104650564&

mdate=0420103014,accessed on April 21, 2017. 

http://hk.crntt.com/doc/1046/5/0/5/104650564_2.html?coluid=91&kindid=2710&docid=104650564&mdate=0420103014
http://hk.crntt.com/doc/1046/5/0/5/104650564_2.html?coluid=91&kindid=2710&docid=104650564&mdate=0420103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