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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前太平島演習緣由，及可能發展？有無擦槍可能？ 
 

王長河 

國防大學戰略研究所助理教授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Der 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unter 

Einbeziehung anderer Mittel）—克勞塞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 

 

太平島 

是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天然島嶼（北緯 10 °23'、東經 114° 22'），地處南海南

沙群島北部中央，鄭和群礁大型環礁上的西北角，居南海西側航道的東邊，距離

高雄港約 1600 公里，面積約 0.51 平方公里；1為中國故有領土，現屬高雄市旗津

區管轄。 

東距敦謙沙洲（越南佔領）約 13 公里，西南距南薰礁（中共佔領）約 30

公里。 

因處南海航道的要衝，扼制日本、韓國、中國大陸、臺灣、越南、菲律賓南

海地區的海空交通線，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島上駐有海巡部隊百餘人。 

 

 

海巡經略 

1999 年 12 月 10 日，李登輝總統為推進與東南亞國家所謂的「實質邦交」

關系，將防務交給較不敏感的國防部海岸巡防司令部管轄，成立南沙指揮部。 

2000 年 1 月 28 日，海岸巡防司令部升格為海岸巡防署，2 月 1 日接管太平

島，設立海岸巡防署南沙指揮部。將島上的內控警戒線定為 6 浬，嚴禁外來飛機

和艦艇抵近距島岸 3 浬內海空域。為了防止外敵入侵，制定了以越南、菲律賓進

攻太平島為背景的「鐵壁」計畫，進行「獨立固守、與島共存亡」及「衛疆二號」

等計畫。 

2011 年，由於孤懸海外，是《孫子兵法》〈九地篇〉所述的「死地」，為強

化獨立固守的能力，國軍將 40 公釐高砲與 120 迫砲撥交海巡部隊使用。 

                                                       
1  〈地理位置〉，《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南部分署》。

https://www.cga.gov.tw/GipOpen/wSite/ct?xItem=81498&ctNode=8140&mp=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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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針對 3 月 22 日及 26 日越南武裝巡邏艇挑釁行動，2展現防衛決心，

9 月 4 日，執行實彈操演，以越南意圖登陸太平島為假想，利用建制武器對海面

目標猛烈射擊。3 

2013 年 1 月，啟動「東、南沙地區防務工事及設施改善計畫」，整建 L 型簡

易泊靠平臺—南星碼頭，以改善運補能量及作業安全，提供 4 艘 20 噸級海岸巡

邏艇進駐使用。4 月 9 日至 11 日，再次舉行「防衛火砲及武器實彈射擊」，由島

區周邊陣地以及太平靶場往環島海域射擊。射擊武器項目包括：120、81 迫擊砲、

20 機砲、40 公釐高砲、40 榴彈槍、T75 班用機槍、65K2 步槍及 90 手槍。4爾後

每年進行兩次實彈演習。 

2017 年，新任署長上台，鑑於每半年實施一次的火砲射擊訓練，不足以達

到精練的效果，調整為每季實施一次，規劃於每年 3、5、8、11 月實施。5 

2018 年 11 月火砲射擊訓練，訂於 21 至 23 日實施。 

 

 

實彈演習 

目的區分為備戰、嚇阻或戰爭需要。 

備戰 

人都有「遺忘曲線」（Forgetting curve）的問題，軍事訓練與備戰更是；忘

戰必危，古人倡導「首序蒐狩」6就是強調武備的重要。 

真槍實彈，親臨戰場，可同時達成信心、膽識、忍耐力、意志力、抗壓、急

難、綜合等訓練7的效果，同時可以驗測武器裝備精良度與彈藥的效期，是仿真

模擬等訓練場所無法取代的。 

                                                       
2  〈南沙衝突官兵嚇破膽  越艦開火挑釁  海巡鳴槍反嗆〉，《中時電子報》，2012 年 04 月 26 日。

https://magazine.chinatimes.com/ctweekly/20120426003296‐300106 
3  〈首度公開  太平島實彈射擊  宣示南海主權〉，《中時電子報》，2012 年 9 月 5 日。

http://n.yam.com/Article/20120905777722 
4  〈臺灣守衛太平島簡況〉，《新華澳報》。http://waou.com.mo/detail.asp?id=74364 
5  〈海巡署：太平島有 5 型輕兵器、火砲確保主權領土完整〉，《聯合新聞網》，2018 年 11 月 5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3462233 
6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

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歧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

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

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遊，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

蒐狩，不其深乎？ 
7  國防部國規委會字第 1040000012 號令，《國軍部隊教育訓練勤務作戰實施準則》，2015 年 1 月

20 日。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060110002600‐10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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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阻 

戰力展示，自助天助，遏制敵人進犯企圖。 

「防衛火砲及武器實彈射擊」亦若是，演練課目：首先的是 81 迫砲排，對

假想進逼太平島的敵軍船隊展開首波射擊；而後駐軍又以 20 機砲、40 高砲與班

用機槍，對逃過追擊砲射擊的假想敵軍船隊與登陸敵軍實施射擊；最後全島所有

武器實施「集火射擊」，武器一起開火，在太平島航道口 3.5 公里內海域形成彈

幕。8 

 

戰爭 

演習、動員是戰爭的前奏。 

國軍被美、中政策及軍備限制下，僅能擁有防衛性武器，無能力對外發動戰

爭。 

太平島目前配置的防衛性武器，包括 40 公釐高射砲、40 榴彈槍、81、120

公釐迫擊砲、AT-4 反裝甲火箭及單兵輕兵器；120 迫擊砲，最大射程為 6100 公

尺；40 高砲 L/60 則有 7160 公尺；都不是打擊中共或越南駐軍的武器。 

如果真有狀況，應將國軍於 2018 年撥交海巡的 155 榴彈砲（最大射程則達

到 14600 公尺）9或新式武器，進行部署，並相應配合調動國軍。  

 

 

政軍棋局 

區分為外部與內部： 

外部 

當前美、中爭霸下，南海區內主要玩家有：中國大陸、越南、菲律賓、臺灣，

外域國家有：美國、日本、印度等；美國主「亂」，中共主「和」。 

2018 年 10 月 3 日美媒報導，一些美國國防官員建議在 11 月，美國太平洋

艦隊派遣戰艦、戰機和軍隊穿越南海和台灣海峽舉行一連串軍演，10而美國中期

選舉已於 11 月 6 日完成，國內政治因素喪失。 

                                                       
8  〈臺灣守衛太平島簡況〉，《新華澳報》。http://waou.com.mo/detail.asp?id=74364 
9  〈海巡 155 榴炮中隊首曝光〉，《聯合新聞網》，2018 年 2 月 15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2982210 
10  〈美軍台海演習  是禍不是福〉，《旺報》，2018 年 10 月 05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05000226‐2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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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於 11 月 6~11 日，在珠海國際航展中心舉行第 12 屆航展，動態展示了

殲-10B、殲-20 等武器裝備，11性能非凡，威震日本、印度、越南、菲律賓，判

南海短期內不會有所動作。 

越南、菲律賓都視太平島為其所有，對太平島周邊舉行的任何活動，都視為

「非法」，必須進行外交「陳抗」12。 

 

選戰奧步 

計畫者無心，旁觀者有意。2018 年中華民國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訂於

1124 日執行，國安階層針對選舉，應提前半年著手整備，針對各種狀況擬定處

置預案，如部隊加強戒備等，鮮有執行實彈演習者？ 

外島非本島，不能區分上下午換班，行使投票權力，實彈演習算是提升戰備

的選項；但因演習而全員停休，將影響數十人的權益？ 

民進黨選舉因有前科，因此國民黨台北市長候選人丁守中會有疑慮，建議延

期舉行。13 

 

 

意外 

是無法完全杜絕的，槍砲走火、彈藥失常、流彈誤傷…都有可能發生，不可

因噎廢食。 

這次演習並非首次，海巡幹部應該都有經驗，演習已發佈飛航公告，在演習

時演習區域是屬管制狀態，理應無機艦與人員才是。 

如果傷的是自己國人的機艦，對選舉應不致產生影響；除非是越南、菲律賓

與中國大陸的機艦，才會因外部威脅，而干擾或中止選戰的舉措。 

當前「韓流」來襲，中國大陸應不會成為助選員，重蹈 1996 年使用導彈干

預總統大選的錯誤。 

自個人製造？千里之外，用「正兵」14，很難出奇，誘導媒體轉移焦點，除

                                                       
11  《珠海航展 2018 年第十二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太博覽會珠海航展票務中心》。

http://www.airshow‐cn.com/article_category.php?id=1 
12  〈越南叫囂太平島主權？海巡署：實彈射擊照常實施〉，《聯合新聞網》，2018 年 10 月 14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420969 
13  〈九合一前一天  海巡太平島演習〉，《中時電子報》，2018 年 11 月 1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01000072‐260301 
14  《唐李問對》〈卷上－奇正〉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

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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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私通菲、越，開門納敵？ 

 

 

對國安的建議 

延後實施 

1998 年，就曾為了營造兩岸善意，取消年度國軍火力展示；15參選人有疑慮，

當應排除；只是打亂海巡部隊的訓練節奏，受害者僅止於部隊作訓參謀官等白忙

一場。 

 

年度訓練計畫 

應多方考量，重層把關，制定備案，落實「打裝編訓用」的基調。 

 

精實戰備 

自立自強，勤訓苦練，16不敗—才是遏制戰爭的最佳手段。 

主事者必須有「理、備、果、戒、約」17的素養，對於戰爭發動者來說，任

何事件都可當作理由，18不忘 1971 年 7 月 29 日中業島的丟失之鑑。19 

 

當「衢地」經營 

應世局，打造成「南向政策」的前置點，當可生金帶銀；必要時請前總統陳

水扁先生移監，他肯定會有辦法。 

                                                                                                                                                           
遙，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 
15  〈冷眼集／演與不演  都是政治〉，《聯合新聞網》，2018 年 4 月 13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3084718 
16 《吳子兵法》〈治兵〉武侯問曰：「進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

「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

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

達此，勝之主也。」 
17 《吳子兵法》〈論將〉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

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

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

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

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18  1937 年 7 月 7 日晚，日本駐屯軍在蘆溝橋附近演習。駐豐台日軍稱演習中一名士兵「失蹤」，

要求進宛平城搜查，遭拒絕後，即攻擊城西盧溝橋，引爆中國的抗日戰爭；2003 年 3 月 20 日，

美國以「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伊拉克政府踐踏人權的行徑」為由，發動伊拉克

戰爭。 
19  〈1971 年菲律賓攻佔中業島〉，《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64761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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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