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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窺中共朱日和建軍 90 周年大閱兵之目的 
 

應紹基 

中山科學研究院顧問 

 

 

一、中共建軍 90 周年大閱兵強調「沙場特色」 

中共為慶祝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於 2017 年 7 月 30 日上午 9 時在內

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大閱兵，受閱的部隊與裝備來自於陸軍、海軍、

空軍、火箭軍四個軍種，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檢閱，距離 2015 年 9 月 3 日勝利紀念日大閱兵為時尚不足 2 年。 

30 日上午 9 時，習近平到達標有「1927—2017」字樣和「八一」軍徽

的檢閱台後閱兵開始，全場官兵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與升旗。接著習近

平登上一輛猛士型檢閱車，緩緩向受閱部隊與武器裝備（部隊排列於武器

裝備前方）駛去，依次檢閱了護旗方隊、地面作戰群和人員方陣，隨後習

近平返回檢閱台，在大量高級軍官陪同下，接受 36 個方隊的武器裝備與

操作官兵、以「空地一體」形式——空中分列式與地面分列式通過檢閱台

受閱與致敬，共有 12000 名官兵、571 套地面武器，129 架戰機參加檢閱，

其中 40%的武器是首次展示；最後地面受閱部隊再以小跑步集合於檢閱台

前，聆聽習近平的訓話，全部閱兵過程約 2 小時。參加分列式 36 個方隊

的受閱順序為：護旗方隊、紀念標識梯隊（空中通過），與陸上作戰、資

訊作戰、特種作戰、防空反導（反飛彈）、海上作戰、空中作戰（空中通

過）、綜合保障（相當於我國的「綜合後勤」）、反恐維穩、戰略打擊 9 個

作戰群。 

中共媒體強調：2015 年的勝利日大閱兵是城市閱兵，展示性的意味較

強；朱日和建軍 90 周年閱兵則是一次「沙場點兵」，充滿「沙場特色」，

習近平與受檢人員等皆身著迷彩野戰服，不安排軍樂團演奏軍樂（所有曲

目都是播放錄音），更未邀請非軍人參閱。閱兵過程中，戰士們高聲喊的

口號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習近平在講話中則讚揚「我

們的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打敗一切來犯之敵！」 

 

二、中共為何選在朱日和基地大閱兵 

朱日和位於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和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境

內，占地 1066 平方公里。這裡地形複雜，分佈著哈爾德勒山地、都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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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烏登草原、察汗敖包丘陵、杭蓋登吉丘陵等，由沙漠、草原、山地、

溝壑等組成，具有獨特的「旅級部隊」實兵作戰對抗理想環境。朱日和原

本係北京軍區一個簡單的裝甲兵訓練場， 1997 年海灣戰爭結束以後，中

共中央軍委為適應未來戰爭需要，決定將該訓練場擴編為高科技的陸、空

協同戰術訓練基地。經過將近一年資訊技術與電腦網路的建設，朱日和成

為一個集「導調監控、戰場模擬、輔助評估、綜合保障、基地管理」五大

系統於一體的中共最大資訊化戰場。數位化「導調」大廳內一面全國最大

的 LED 顯示幕上，演兵現場影像、交戰三維動畫、戰鬥力指數曲線、裝備

和人員損傷統計等各類資訊一目了然。朱日和基地是共軍首個「複雜電磁

環境作戰訓練場」和唯一的「聯合作戰實驗場」，除了現代化作戰的高科

技訓練設施，並具備 5 個旅進駐的營房、醫院與後勤等設備。 

2005 年 9 月 27 日，「北劍－2005」軍事演習在朱日和舉行，中共國防

部邀請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 24 國 40 多名軍事觀察員前來

觀摩演習；演習後外軍專家認為朱日和是亞洲最大與共軍最先進的陸、空

軍實戰訓練基地，可與美國的歐文堡國家訓練中心（Fort Irwin National 

Training Center）媲美。 

這次大閱兵前後，中共媒體特別強調：朱日和是一處絕佳的戰場。大

約 800 年前，成吉思汗的鐵騎由此揚鞭遠征，橫掃亞歐；300 多年前，康

熙皇帝御駕親征，經此征討準噶爾叛軍。如今這片廣袤的古戰場崛起為一

座現代化的軍事訓練基地，每年共軍各集團軍調遣一個陸軍合成旅到朱日

和基地，與「模擬藍軍旅（番號 195U）」展開系列演習，為陸軍各兵種進

行聯合戰役和協同戰術訓練，提供了全時空的戰場和旅級部隊作戰對抗的

磨練，引領中共陸、空軍加速形成協同作戰的戰力。中共媒體如此強調朱

日和的歷史與功能，或許是刻意強化：朱日和大閱兵充滿了「歷史光輝」

與「實戰」的本質。 

8 月 3 日《外交家（The Diplomat）》網路雜誌發表一篇由 Ankit Panda

撰寫的文章報導稱：美國軍方人士 8 月 2 日透露，美軍偵測到共軍於大閱

兵前一天（7 月 29 日），在靠近朱日和訓練基地的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發

射了 4 枚東風 26C（DF-26C）中遠程彈道飛彈，10 枚東風 16A（DF-16A）

中程彈道飛彈，和 6 枚長劍 10（CJ-10，也稱 DF-10）陸基型巡航飛彈（上

述飛彈均為實彈），對靶區的「薩德」（THAAD）高空飛彈攔截系統和 F22

匿蹤戰機的「模擬體」，進行實彈攻擊的演習。此外，在試射飛彈之前，

共軍也射擊了紅旗-6、紅旗 Q-16、紅旗-22（HQ -6、HQ-16、HQ-22）三

種地對空飛彈的實彈射靶，進行中共版「反彈道飛彈系統」攔截的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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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官媒《新華網》則是於 8 月 3 日報導，共軍火箭軍某巡航飛彈部隊，

以連續火力突擊的方式，對重要目標實施精確打擊，並發布多張飛彈在沙

漠中發射的照片。 

 

三、參加大閱兵空中分列式的戰機 

「空地一體」形式的分列式開始，首先是 13 輛猛士型越野車組成的

護旗方隊通過檢閱台，接著陸軍航空兵的 41 架「直-19」和「直-10」直升

機——17 架組成「八一」標識，24 架組成「90」字樣，共同構成紀念標

識梯隊，以低空飛過的方式接受檢閱，象徵解放軍走過 90 年光輝歷程。

然後陸上作戰群、資訊作戰群、特種作戰群、防空反導（反飛彈）群、海

上作戰群依序從地面通過檢閱台受檢；接著是空中作戰群的戰機群空中列

隊飛過檢閱台，計有預警機、轟炸機、運輸機、加受油機、艦載機、殲擊

機等梯隊接連呼嘯而至，其中包括共軍新研製的殲-20 隱形戰機、殲-16 戰

機、殲-10B 戰機，以及運-20 大型運輸機。 

在這些受檢的戰機中，殲-20 隱形戰機、殲-16 戰機、殲-10B 與殲-10C

戰機，以及運-20 大型運輸機最為中外媒體關注，皆係首次在閱兵中正式

公開亮相。 

殲-20隱形戰鬥機係中共新研發的第四代主力戰機，近期才入列服役，

此次閱兵就以3架編隊飛行受閱（預演時係5架編隊飛行，改變原因不明）。

目前全球僅有 3 個國家研發第四代主力戰機，依序為美國的 F-22 與 F-35

戰機、俄羅斯的 T-50 戰機，以及中共的殲-20 與殲-31 戰機，但中共後來

居上，殲-20 戰機已完成研發過程先於俄羅斯 T-50 戰機服役了。就目前國

際情勢而論，殲-20 可能是未來戰場上美軍 F-22 與 F-35 的潛在對手，它出

現於解放軍建軍 90 年閱兵，當然有其特殊意義，格外令人注目。 

第四代戰鬥機（按俄羅斯的劃分為第五代）的基本規格是它具有下列

4S 特性：1、隱形性能（Stealth）；2、超音速巡航能力（Super Sonic Cruise）；

3、超機動能力（Super Maneuverability）；4、超級資訊優勢（Superior Avionics 

for Battle Awareness and Effectiveness）。雖說 4 項基本特性間必須儘可能取

得一定的平衡，但在 21 世紀的空域戰場第一重要的應係「超級資訊優勢」，

第二重要的應係「隱形性能」；因為唯有「先敵知敵」（先於敵機掌握其位

置數據），才能先發射飛彈攻擊敵機，唯有隱形性能好，才能延遲被敵方

發現。美軍 F-35 戰機因研發晚於 F-22，除了裝有有源相控陣列火控雷達

（AESA），更裝有光電分布式孔徑系統（Electro-Optical Distributed Aperture 

System，簡稱 EODAS）、與電光瞄準系統（Electro-Optical Targe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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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EOTS），因而 F-35 戰機的「全方位態勢感知能力」與攻擊能力皆優

於 F-22 戰機（當時因技術尚不成熟而未裝，目前考慮加裝）；殲-20 戰機

具有後發優勢，這 3項裝備皆已安裝，因而殲-20的整體性能優於美軍 F-22、

而與 F-35 相當。第四代戰機的空戰理論已殊異於第三代者，「OODA 決策

迴圈（The OODA Loop）」已取代「能量-機動理論（Energy-Maneuverability 

Theory）」，雖然兩者皆係美國空軍上校約翰•伯伊德（John·Boyd）所提出，

但「能量-機動理論」著重於戰機的動力能量與機動性，而「OODA 決策

迴圈」則依賴系統性團體作業給予戰機的支持。「OODA 決策迴圈（The 

OODA Loop）」的 OODA 分別代表 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

Action，其意義為：觀察，判斷，決策，行動。「OODA 決策迴圈」的第一

步是「觀察（Observation）」，就是要更為全面的即時掌握我方空情、敵方

空情以及協力方的空情等情報資訊，這些情報資訊是後續三個步驟的基礎；

「判斷（Orientation）」就是地面情資整合單位要對海量般的空中情報資訊

進行篩選和甄別，並且按照不同的重要程度進行排序，最為緊急和重要的

資訊優先提供給戰機飛行員；接下來就是「決策（Decision）」，飛行員迅

速制定行動計畫，並將其付諸於「行動（Action）」。「OODA 決策迴圈」對

於空中作戰體系的先進性和完整性要求很高，並且那一方的戰機能夠先完

成「OODA 決策迴圈」——能夠實現先敵發現、先敵攻擊，才能獲得超視

距空中作戰的勝利。近十多年來，中共國防科技的能力已經成熟（研發殲

-20 與殲-31 第四代戰機能先於俄羅斯完成就是明證），中共應有能力（或

已可能）建構了其殲-20 戰機的「OODA 決策迴圈」體系，所缺乏的可能

運用之嫻熟性與創新性。未來一旦美軍 F-22 和 F-35 戰機與中共殲-20 發生

空戰，累計性的勝負是很難預測的。這可能是殲-20 出現於解放軍建軍 90

年大閱兵的特殊意義，值得注意。 

殲-16 戰機也係近年服役的戰機，以 5 機編隊呈楔形飛過閱兵台。殲-16

係中共以殲-11 系列戰機為基礎而研發的多功能雙座殲擊轟炸機，裝有有

源相控陣列雷達（AESA）、頭盔式顯示系統(HMDS)、紅外搜索和跟蹤系

統(IRST)，並採用了一些隱形技術，具備超視距攻擊空中目標的能力和強

大的對地、對海目標打擊能力，總體性能超過俄製蘇 30MK2 戰機，堪稱

「三代半」戰機。殲-16 配備於中共海軍航空兵部隊服役，用以取代殲轟-7

戰機；12 噸的最大武器掛載量和 1500 公里的作戰半徑，使得中共海軍航

空兵戰力大增。殲-16 戰機共有 12 個掛載點，受閱時僅掛載新一代的霹靂

-15 型遠距空對空飛彈和霹靂-10 型格鬥空對空飛彈；出戰鬥任務還可掛載

鷹擊-62型遠距反艦飛彈、鷹擊83K反艦飛彈、鷹擊-91型超音速反艦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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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擊-91 型反輻射飛彈，以及多型導控炸彈等。值得注意的發展是：殲-16

戰機在原有武器系統的基礎上，通過加裝戰術接收機與戰術電子戰莢艙

（類似美軍EA-18G掛載於翼尖的ALQ-218莢艙），成為類似美軍EA-18G、

集電子攻擊和戰鬥攻擊於一身的新型電子戰飛機，不僅具備電子「軟殺」

能力，並且因能發射先進反輻射導彈而擁有電子「硬殺」能力。殲-16 戰

機研發衍生殲-16 電戰型戰機代表中共航空兵戰術作為的進步。美軍自

1980 年代以來，皆先出動電子作戰機對敵方進行電子軟殺與硬殺，癱瘓敵

方戰力之同時，才進行空中作戰、對海與對地打擊，因而在對利比亞空襲

（1986 年）、波斯灣戰爭（1990 至 1991 年）、轟炸南斯拉夫（1999 年）、

伊拉克戰爭（2003 至 2011 年）等作戰中，其戰機攻擊表現皆十分出色，

也因此而研發了 EA-6B、EF-111、EA-18G 等一系列電子戰飛機。中共終

於採取了美軍相同的電戰裝備、電戰戰機與戰術，未來雙方的戰爭將係勢

均力敵之戰爭，可能將令美軍大為頭痛了。 

此外，1 架空警-2000 預警機與 8 架殲-10B 戰機組成巡弋梯隊、2 架轟

油-6型空中加油機和 4架殲-10C新型殲擊機構成加受油機梯隊，以及運-20

運輸機等依序飛過檢閱台上空受閱，彰顯中共空軍與海軍航空兵的現代化

戰力。 

 

四、參加大閱兵地面分列式的電子戰部隊 

參加地面分列式的電子戰部隊共有 3 個方隊：電子對抗方隊、電子偵

察方隊與無人機方隊。電子對抗方隊由中共陸軍某新型雷達干擾車和某新

型通信干擾車組成，皆係自主研發的新型裝備，具有伴隨機動和野戰防護

作戰能力，是共軍國土防空、野戰防空中地面雷達干擾和通信干擾的主戰

裝備；電子偵察方隊由兩型電子偵察裝備車組成，具有多手段集成、部署

靈活、機動性強等特點，能為掌握複雜電磁環境下戰場主動權提供有效支

撐；無人機方隊採空軍和陸軍混編模式，由 40 架 3 型自主研發的無人

機——通信干擾無人機、雷達干擾無人機和反輻射無人機（雷達殺手）組

成，能對敵預警探測，與對敵指揮通信體系進行斷鏈、致盲、破網，達到

預期作戰目的。 

由共軍擁有多種電子戰部隊與電子戰裝備，顯然已深切瞭解電子戰係

現代戰爭中獲得勝利的戰略制高點，高度重視「制電磁權」的爭奪戰，電

子戰部隊是必須充分利用的新型作戰力量。 

 

五、參加大閱兵地面分列式的彈道飛彈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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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閱兵地面分列式最後出現的是戰略打擊作戰群，由東風-16G（東風

-16 改型）、東風-21D、東風-26、東風-31A 與東風-31AG（東風-31A 改型）

5 型彈道飛彈部隊組成。其中東風-21D、東風-26、東風-31A 三型彈道導彈

已經在 2009 年和 2015 年的閱兵中出現過，而東風-16 G 與東風-31AG 是

沒有公開展示過、首次出場的新型固體燃料彈道飛彈。 

東風-21D 是中共獨創的反艦彈道飛彈，最大射程 1800 公里，運載-

起豎-發射車(TEL)為 5×5 輪型車輛，機動性能佳，用以打擊美國的航空母

艦，執行中共對美國「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的重要武器之一。東風-26

係中程彈道飛彈，射程約 3500-4000 公里，彈頭艙的有效載荷可達 2000

公斤，配置多種常規彈頭或 3 枚分導式核彈頭，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能夠攜

帶多枚核彈頭的中程彈道飛彈，運載-起豎-發射車(TEL)為 6×6 輪型車輛，

機動性能甚佳。部署在中國大陸適當的位置，向東可打擊日本和美軍關島

基地，向南可打擊各南亞國家與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Diego Garcia）美軍

基地，向西能打到一些中東國家的領土，可以補充中共洲際彈道飛彈涵蓋

射程的不足，用以打擊 2000 至 4000 公里內的目標。東風-31A 飛彈係東風

-31 號洲際彈道飛彈的研改衍生型，最大射程 11000 公里，彈頭配置 3 枚

分導式核彈頭與多重誘餌（彈道中段釋出的的輕誘餌、與再入段釋出的「有

速誘餌」和「再入誘餌」等，每個重量約 10 公斤），以提升其「突防」能

力。東風-31A 飛彈的最大射程達 11000 公里以上，可有效覆蓋大部份美國

本土目標，彈著命中精度的圓概率誤差 100-300 公尺，部署方式：發射井

與公路機動，對美國具有很大的威懾力量。但東風-31A 飛彈以 HY4330 型

16 輪大拖車（半掛牽引車）為運載-起豎-發射車（TEL），不具備野外機動

發射能力，因而影響其戰場上的生存能力（存活率）。 

東風-16 G 係中共 2010 年後研製的東風-16 飛彈之研改型，最大射程

1200 公里，配置多種常規彈頭，用以攻擊我國、韓國、日本、沖繩美軍基

地等，運載-起豎-發射車(TEL)為 5×5 全驅動越野車，主要改進為增強了飛

彈的末端機動能力（增強突破反飛彈系統的攔截功能），同時也進一步提

升了飛彈的彈著精度，能精準打擊敵方的機場、港口等重要戰略目標，破

壞敵方支撐戰爭的能力。 

東風-31AG 飛彈係東風-31A 的研改型。2014 年 10 月 2 日，美國「華

盛頓自由燈塔（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網站主編比爾•格茨（William 

D. "Bill" Gertz）發表文章稱：中共於 9 月 25 日進行了越野性能極佳的「東

風 31B」洲際飛彈的首次試射；東風-31AG 就是文中「東風 31B」的正式

型號。東風 31AG 飛彈運用了三種新技術，一是採用 WS51200 8×8 全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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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重型越野車為運載-起豎-發射車(TEL)，提高了飛彈系統的機動能力；二

是採用分導式多彈頭，提高了「突防」能力；三是採用「野外快速發射技

術」，提高了飛彈系統的生存能力。1980 年代，美國和蘇聯開始發展陸基

洲際飛彈的「野外快速發射技術」——即陸基戰略飛彈發射車可在無道路

的野外或泥濘、鬆軟土壤及沙漠等地區活動，在機動過程中發射車可隨時

停車、在未經「測地作業」的地點立即發射。這種發射技術有利於隱蔽待

機，可在複雜地形或狹小場地實施快速發射，敵方難以發現與難以打擊；

但「野外快速發射技術」需要解決飛彈系統的定位、定向和方位瞄準，使

用一體化發射車，簡化發射作業，以及解決發射坪的承載問題。東風-31AG

飛彈已幾乎達到機動型戰略洲際飛彈的理想標準，弱點只有其射程尚不足

以覆蓋全部美國本土；研發中的東風-41 飛彈，其最大射程超過 13000 公

里，將能覆蓋全部美國本土，也以 WS51200 8×8 全驅動重型越野車為運

載-起豎-發射車(TEL)，能實現「野外快速發射技術」，將係更令美國憂心

的戰略核飛彈。東風-41 飛彈因彈體較長，而彈頭伸展到駕駛室的上方，

這是東風-41 與東風-31AG 飛彈發射車明顯的區別。 

由東風-16G、東風-21D、東風-26、東風-31A 與東風-31AG 彈道飛彈

部隊組成的戰略打擊作戰群，彈著精度、突防能力、機動性能與野外快速

發射功能等皆較以前各型飛彈顯著提升，構成了目前全球最完整、核常兼

備、由近而遠層次式的打擊力量，因而可能被安排為大閱兵地面分列式的

「壓軸戲」。 

 

六、管窺中共朱日和大閱兵之目的 

中共利用建軍 90 週年的時機，動員大量部隊、與裝備，在朱日和訓

練基地進行大規模閱兵，其目的絕不只是單純的紀念與慶祝儀式而已，必

有其更為重要的目的。筆者依據近數年來中共在政治、軍事與國際情勢多

方面的發展，研判中共朱日和軍演之目的可能有下述多項： 

1 展示解放軍「軍改」的成果——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宣布啟動解放軍 30 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改革」，陸續將原有「七

大軍區」整合為五大「戰區」，首次組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陸

軍領導機構」、「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撤銷軍委「4 總部」——總

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改為軍委 15 個職能部門，並

將解放軍的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省軍區系統，整

編為 84 個軍級單位，以及裁軍 30 萬。重新組建與調整軍級單位，主要著

重於三方面：削減陸軍的規模以提升戰力、建設新質作戰力量與精簡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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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員額與業務。解放軍完成「軍改」後，構建了「軍委—戰區—部隊」的

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將解放軍的體

系改造成與美軍體系相似——「軍政」和「軍令」分開，以因應現代化戰

爭的需要。經過一年多的「軍改」，解放軍的新體系已圓融運作，中共中

央軍委有意利用建軍 90 週年的時機，出動陸軍、空軍、海軍（艦載機）

與火箭軍的武器、裝備與部隊，透過大閱兵方式向國內外展示解放軍的軍

容、部隊「指揮、管制、通訊與執行」的運作（例如：陸海空軍航空兵 100

多架戰機編成 1 個紀念標識梯隊、1 個空中突擊梯隊和 6 個空中梯隊，從

東北、華北 6 個機場各自起飛、空中集合與編隊，分別準時飛過檢閱台）、

戰力的提升（參與閱兵的武器有 40％係第一次公開出現）、戰術的升級（殲

-16 電戰機，以及電子對抗方隊、電子偵察方隊與無人機方隊的裝備出現，

彰顯解放軍已將奪取「制電磁權」納為作戰的必要手段）。展示解放軍「軍

改」的成果，不僅能激勵國內國民對解放軍的支持，也能給外國官方與民

眾對解放軍的新戰力有所認識。 

2 強化解放軍「以黨領軍」與「能打勝仗」的中心思想——習近平就

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以來，就強調解放軍要「以

黨領軍」與「能打勝仗」為強軍的中心思想。2013 年 3 月，習近平在十二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更具體提出：「建設一支聽

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是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

過去 5 年，解放軍始終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在思想訓練方

面強化「忠誠基因」、在作戰訓練方面聚焦於「能打勝仗」、在戰力磨練方

面著力於「實戰苦練」，將強軍事業不斷向前推進。近 3 年來，共軍部隊

經常跨區機動開赴東北密林、內陸深山、戈壁高原，在偵察、監視與電磁

干擾的多維「戰場」，針對「隨時能戰、能打勝仗」的核心能力標準，錘

煉複雜天候與環境條件下的實戰能力。建軍 90 週年大閱兵，將能進一步

塑造解放軍「以黨領軍」與「能打勝仗」的中心思想。讀者想想：參與大

閱兵的部隊早於 3-4 個月前，已先在其駐地開始分別操練；2 個月前移師

至朱日和基地部隊集中操練；1 個月前展開部隊、武器與裝備的整合演練、

2 週前再經數次預校，然後才是 7 月 30 日的正式閱兵。為期 3-4 個月的閱

兵操練，從初夏操練到酷夏，大陸各地的氣溫通常皆在攝氏 30 度以上，

部隊全副作戰配備在烈日下操練 3-4 個月，其辛苦不言可諭，顯然已證明

解放軍係一支有紀律、能吃苦的部隊，具備了「打勝利」的必要條件；整

合演練、預校與閱兵過程中，戰士們高聲呼喊的口號是「聽黨指揮，能打

勝仗，作風優良」，更是持續性集體「洗腦」，在在皆係利用朱日和大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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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強化解放軍「以黨領軍」與「能打勝仗」的中心思想。不僅參與檢閱部

隊的中心思想被強化了，未參與檢閱的部隊日後透過「學習」，也強化了

「以黨領軍」與「能打勝仗」的中心思想。 

3 向周遭國家展示軍力、期盼能產生威懾壓力——目前中共面臨的周

遭國際環境非常嚴峻。韓國同意美軍在境內部署「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縮寫為 THAAD，即「薩德」系統）」，

使美軍將能監視中共在華北和華東地區的彈道飛彈發射，以及將能具備分

辨中共彈道飛彈投放真彈頭和誘餌彈的能力，對中共的戰略安全構成挑戰
1；日本在美國撐腰下將釣魚台群島國有化，中共面臨失去固有國土與海域

的爭執；美國海軍軍艦與空軍戰機藉口「自由航行」，經常出沒於南海海

域與空域，並刻意進入南海島礁之領海與領空，挑釁中共南海島礁的主權；

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與汶萊等強佔南海島礁，紛爭不斷；印度軍隊從中、

印邊界錫金段侵入中共境內的洞朗地區，久久不肯撤退。中共可能意圖透

過朱日和大閱兵，不僅顯示解放軍係一支有紀律、能吃苦的部隊，並且是

現代化武器裝備直逼美軍的部隊，期盼能對周遭國家產生威懾，使之收歛。

甚至於中共在於大閱兵前一天（7 月 29 日），在靠近朱日和訓練基地的內

蒙古自治區境內，發射了多型飛彈，對「薩德」（THAAD）飛彈系統和 F22

匿蹤戰機的「模擬體」進行實彈攻擊，以及進行「反彈道飛彈系統」攔截

的演習，大有向周遭國家暗示已準備好應戰之勢，以增加威懾壓力。 

 

七、結 語 

中共解放軍建軍 90 週年朱日和大閱兵是一場殊異於往常的閱兵，它

不僅充滿「沙場特色」，並且透過陸上作戰、資訊作戰、特種作戰、防空

反導（反飛彈）、海上作戰、空中作戰、綜合保障、反恐維穩、戰略打擊 9

個作戰群，系統性地展示了大量新武器裝備，有意給中共國民與外國官方

與民眾對解放軍的新戰力有所認識。中共出動大量人員、武器與裝備，烈

日下操練數月，舉辦朱日和大閱兵之目的顯然是多重而複雜的，筆者的管

窺分析可能只是多重目的中重要之部份而已。 

8 月 9 日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對朱日和大閱兵的評論

稱：中國以閱兵方式慶祝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展示國產化程度越來越高

的最新武器裝備，在當今科技日益「軍民兩用」之際，這場閱兵凸顯中國

正如何效仿美國和以色列，在研究機構和私人企業協助下大力推動其軍隊

                                                 
1 詳參拙作「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戰略意圖與影響」一文，105 年 7 月 2 日刊出於

《台北論壇》，http://140.119.184.164/view_pdf/295.pdf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295.pdf


10 
 

現代化。近幾年來，中國在國防科技領域正日益拉大與地區其他國家（包

括日本、印度）之間的差距；一些科技專家甚至認為，中國在開發「軍民

兩用」技術方面，正在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中國在人工智慧、機器人技

術和其他科技領域的努力，可能很快對美國構成挑戰。這段英國有識之士

的評論，雖不是中共舉辦朱日和大閱兵原本之目的，但大閱兵的武器裝備

展示、卻令他們對中共的科技與國防科技有了更深層的認識。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