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軍事
■大陸發表軍事戰略白皮書，強調信息化局部戰爭、海上維權、海
外利益攸關區、海軍戰略轉型、安全領域力量發展及參與國際公
共安全。
■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報告指出，過去20年解放軍海軍發展仍在驅
逐艦、護衛艦與潛艦。未來10年航母、戰略潛艦與兩棲艦推出，
將改變運作模式與外界看法。
■大陸維和25年，在派兵地域、類型、規模上有跨越性發展，攤款
居聯合國成員第6位、人力提供排名第9。
■「中」俄海上聯合演習在地中海舉行，被視為從權宜結合走向軟
性同盟，但在中亞、軍事與經濟合作有待考驗。
■美國國務院報告南海衝突劇本有外交宣示、軍事演習、駭客行動
、暴動、意外衝突、經濟制裁、干擾海上航道與戰爭。

一、發表軍事戰略白皮書
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5 月 26 日發表「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全文約 9,000
字，正文由前言和國家安全形勢、軍隊使命和戰略任務、積極防禦戰略方針、軍事力量建設發展、軍事鬥爭準備、軍事安
全合作等 6 部分組成，此係 1998 年以來大陸發表的第 9 部國防白皮書，也是首部專門闡述大陸軍事戰略的白皮書） ，

強調貫徹新形勢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堅決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白皮書體現大陸積極防禦戰略思想最新發展，明
確大陸進入改革發展關鍵階段戰略走向（新華網，2015.5.26）。
白皮書強調重點包括：1、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由以前的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
局部戰爭調整為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2、海上方向維權鬥爭將長期存在（包括個別
海上鄰國非法佔據「中」方島礁加強軍事存在；一些域外國家極力插手南海事務；個別國家對「中」保持高頻度海空抵近
偵察） ；3、首提海外利益攸關區；4、首次公布海軍戰略轉型（海軍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
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 ；5、首次披露重大安全領域力量發展（涵蓋海洋關係國家長治久安和
可持續發展；太空是國際戰略競爭制高點；網路空間是經濟社會發展新支柱和國家安全新領域；核力量是維護國家主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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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戰略基石） ；6、軍隊將提供更多公共安全產品 （將加大參與國際維和、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等行
動力度，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
（新華網，2015.5.26） 。

二、海軍大幅現代化
根據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ONI） 公布「解放軍海軍：21

世

紀新能力與任務」（The PLA Navy: New Capabilities and Mis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報告，2013 年大
陸安放龍骨、下水與服役 60 艘以上艦艇，2013 年與 2014 年大陸下水艦艇數量超
過任何國家，這種情況將持續到 2015-16 年。該報告總結：過去 20 年解放軍海軍
現代化令人印象深刻，但核心戰力仍在驅逐艦、護衛艦與潛艦，與過去沒有不
同。展望未來 10 年，航空母艦、彈道導彈潛艦與全通型甲板兩棲艦的推出，將
根本改變解放軍海軍運作模式與外界看法（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2015: 47） 。另日本海

軍專家探討解放軍海軍現有戰力，製作艦艇和基地配置表（表

1） ，以及主力水面

艦配置表（表 2）如下：

表1: 解放軍海軍艦艇和基地配置表
北海艦隊（青島）
核潛艦1基地（沙子口）

東海艦隊（寧波）

南海艦隊（湛江）
核潛艦2基地（亞龍灣）

潛艦

潛艦2支隊（青島）
潛艦12支隊（旅順）

潛艦22支隊（大榭島）
潛艦42支隊（象山）

潛艦32支隊（榆林）
潛艦52支隊（下川島）

驅逐艦

驅逐艦1支隊（膠南）
驅逐艦10支隊（旅順）

驅逐艦3支隊（定海）
驅逐艦6支隊（定海）
護艦艦3大隊（三都澳）
護艦艦8大隊（吳淞）

驅逐艦2支隊（湛江）
驅逐艦9支隊（亞龍灣）
護衛艦2大隊（汕頭）
南沙巡防大隊（湛江）

護衛艦

護衛艦19大隊（海洋島）
護衛艦20大隊（膠南）

護衛艦21大隊（連雲港）
護衛艦22大隊（定海）
護衛艦23大隊（廈門）

快艇

快艇1支隊（膠南）

快艇16支隊（溫州）
快艇21支隊（三都澳）

護衛艦24大隊（汕頭）
護衛艦25大隊（榆林）
護衛艦26大隊（西沙）
駐港艦艇大隊（香港）
快艇11支隊（北海）
快艇26支隊（上川島）

兩棲艦

登陸艦1大隊（膠南）

登陸艦5支隊（楊浦）

登陸艦6支隊（湛江）

支援艦

作戰支援艦1支隊（膠南）

作戰支援艦2支隊（定海）

作戰支援艦3支隊（湛江）

核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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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基地/水警區

青島保障基地
威海水警區
旅順保障基地
大連水警區

舟山保障基地
舟山水警區
上海保障基地
福建保障基地
廈門水警區

湛江保障基地
北海水警區
南沙巡防區（湛江）
廣州保障基地
汕頭水警區
榆林保障基地
西沙水警區

資料來源：竹田純一。2015(平成27年)。どこまで続く中国の海洋進出──その狙いと今後。世界
の艦船，816(5月號): 73。

表2: 解放軍海軍主力水面艦配置表（2014年12月）
部 隊
驅逐艦1支隊（膠南）

北
海
艦
隊

驅逐艦10支隊（旅順）

東
海
艦
隊

驅逐艦3支隊（定海）
驅逐艦6支隊（定海）
護衛艦3大隊（三都澳）
護衛艦8大隊（吳淞）

南
海
艦
隊

驅逐艦2支隊（湛江）
驅逐艦9支隊（亞龍灣）
護衛艦2大隊（汕頭）
南沙巡防大隊（湛江）

艦 名
DD-112哈爾濱/DD-113青島/DDG-115瀋陽/DDG-116石家莊
FFG-538煙台/FFG-546鹽城/FFG-547臨沂/FFG-550維坊
DD-109開封/DD-110大連/DD-163南昌/DD-164桂林
FFG-527洛陽/FFG-528綿陽/FF-564宜昌/FF-565胡蘆島
DDG-136杭州/DDG-137福州/DDG-138泰州/DDG-139寧波
FFG-525馬鞍山/FFG-526溫州/FFG-529舟山/FFG-530徐州
DD-134遵義/DDG-150長春/DDG-151鄭州/DDG-152濟南
FF-523莆田/FF-524三明/FFG-548益陽/FFG-549常州
FF-519九江/FF-558自貢/FF-559佛山/FF-567襄樊
FF-521嘉興/FF522連雲港
FF-539安慶/FF-540淮南/FF-541淮北/FF-542銅陵
DD-165湛江/DD-166珠海/DD-167深圳/DDG-172昆明
FFG-568衡陽/FFG-569玉林/FFG-570黃山/FFG-671運城
DDG-168廣州/DDG-169武漢/DDG-170蘭州/DDG-171海口
FFG-572衡水/FFG-573柳州/FFG-574三亞/FFG-575岳陽
FF-560東莞/FF561汕頭/FF-562江門/FF-563肇慶
FF-533台州/FF-534金華/FF-543丹東/FF-545臨汾
FF-553韶關/FF555昭通



海軍現代化將繼續以新建DDG、FFG汰換老舊DD、FF。

資料來源：竹田純一。2015(平成27年)。どこまで続く中国の海洋進出──その狙いと今後。世界
の艦船，816(5月號): 74。

三、聯合國維和攤款排名第 6
根據大陸國防部維和事務辦公室指出，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 25 年來，實現
派遣維和人員從無到有，兵力規模從小到大，部隊類型從單一到多樣的歷史性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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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包括：1、在派兵地域上，由最初中東 1 個任務區拓展到最多時同時在 11 個
任務區；2、在派兵類型上，由單一工兵分隊拓展為工兵、運輸、醫療、警衛、
步兵等多種類型的分隊；2013 年首次向馬里派出維和安全分隊，2015 年首次向
南蘇丹派出維和步兵營，實現維和部隊派兵類型歷史性突破；3、在派兵規模
上，由最初 5 名軍事觀察員拓展到如今 2,720 名軍事維和人員，目前大陸是聯合
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派出兵力最多國家。在維和攤款上，大陸承擔維和攤款居聯
合國成員國第 6 位，在發展中國家居第 1 位（新華網，2015.4.20；根據聯合國維和資料，2015 年維
和經費 70.6 億美元，前 10 大捐獻國為：1、美國 28.38%。2、日本 10.83%。3、法國 7.22%。4、德國 7.14%。5、英國
6.68%。6、大陸 6.64%。7、義大利 4.45%。8、俄羅斯 3.15%。9、加拿大 2.98%。10、西班牙 2.97%，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 2015） 。維和人力提供以開發中國家為主，至

2015 年 6 月止，前 3

名分為孟加拉 9,434 人，巴基斯坦 8,456 人，衣索比亞 8,141 人，大陸提供 3,082
人，排名 9（其他常任理事國，法國 918 人，排名 31；英國 289 人，排名 51；美國 80 人，排名 75；俄羅斯 75 人，
排名 76，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b）, 2015） 。

四、「中」俄軟性軍事同盟
「中」俄海上聯合—2015 聯合演習 5 月 11 至 21 日在地中海舉行，11 日至
12 日為籌劃準備階段，在聯演指揮部組織圖上推演；12 日晚至 17 日為展開兵力
組成集群階段，「中」俄參演艦艇從黑海新羅西斯克港 （Novorossiysk） 向地中海集
結；18 日至 21 日為保護遠海航運安全實戰演習階段，進行海上防禦、海上補
給、護航行動、保證航運安全聯合行動和實彈演練。「中」方參演兵力是第 19
批反海盜護航編隊導彈護衛艦 547 臨沂艦、550 濰坊艦和綜合補給艦 887 微山湖
艦，俄方派出導彈巡洋艦 121 莫斯科號（Moskva）、護衛艦 801 順利號（Lannyy）、大
型 登 陸 艦 031 奧 特拉科夫斯 基號 （ Aleksandr
Shablin） 、氣墊導彈艇

Otrakovsky ） 與

110 沙巴林 號 （ Aleksandr

616 西蒙風號（Samum）和海洋拖船 MB-31（新華網，2015.5.13）。

「中」俄地中海聯合演習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參加 5 月 9 日莫斯科衛國勝利
70 週年閱兵等事件，使專家認為「中」俄關係已從權宜結合（marriage of convenience）轉
向軟性同盟（soft

alliance） 或準同盟（quasi alliance） ，但仍須通過下列考驗：1、中亞。俄

羅斯一向視中亞為其勢力範圍，北京陸上絲路經過俄國後院，將如何與莫斯科領
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共存？俄國是否同意上海合作組織擴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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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加會員國；2、軍事合作。俄國東方 （ Vostok ） -2010/2014 演習假想敵暗指大
陸，未來演習是否降低防「中」色彩？俄國同意軍售大陸 S-400 防空導彈，是否
按時交貨？或有更先進軍售項目？3、經濟合作。「中」俄貿易以能源為大宗，
2015 年貿易量預估將突破 1,000 億美元，俄國是否同意增加油氣供應，成為大陸
能源可靠供應國？或者在能源交易外有其他合作項目（Dobbs, 2015）？

五、南海爆發戰爭可能性不大
美國國務院海外安全顧問委員會（Overseas

Security Advisory Council, OSAC） 內部報告指

出，大陸不會停止在南海填海造陸及其軍事化。未來南海衝突可能劇本包括：
1、外交宣示（diplomatic

declarations） ：官樣文章的外交宣示仍是未來主流，但要關注搧

動民族主義情緒；2、軍事演習（military

maneuvers） ：如果各方建立交往規則，武力示

威不必然造成衝突；3、駭客行動（hacktivism） ：政府可能限制網路侵略行為，因為
擔心報復與衝突升高（一般駭客則不受此限，衝擊將視其網路破壞行動的複雜性而定，通常遠不及政府有組織
的網路攻擊） ；4、暴動（civil unrest） ：最近越南民眾暴動事例顯示，暴動將激發民族主

義與破壞日常作息；5、意外衝突（accidental

engagement） ：意外或誤判造成擦槍失火，

一般擔心衝突升高，但理性仍將當頭，傷害可能限於雙方軍事關係；6、經濟制
裁（economic

sanctions） ：外勞、旅遊等經濟制裁只有短暫效果，制裁效果依制裁國是

否擁有壟斷性資源/勞務，消費者喜好與反制裁而定；7、干擾海上航道（disruption
shipping lanes） ：經過南海貿易量每年超過

不利己；8、戰爭（nation-state

of

5 兆美元，大陸受益頗多，干擾航道損人

conflict） 。非常不可能，沒有一個聲索國或其盟國可從戰

爭中獲利（Washington Free Beacon, 2015.6.9）。

六、武器裝備
成功發射高分 8 號衛星，獲俄羅斯出售 6 套 S-400 防空導彈
大陸 6 月 7 日進行第 4 次 WU-14 高音速滑行載具試驗（Washington
2015.6.11） 。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Free Beacon,

6 月 26 日使用長征 4 號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高分

8 號衛星（新華網，2015.6.27）。俄羅斯武器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宣布將出售大陸 6 套
S-400 凱旋（Triumf）防空導彈，價值 30 億美元，將在 2017 年完成交貨。目前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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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俄國出售的是射程 400 公里的 40N6 彈頭或射程 250 公里的 48N6 彈頭（明報新聞
網，2015.4.15） 。殲-11D

原型機 4 月 29 日首飛，裝配有源相控陣（Active Electronically Scanned

Array, AESA） ，以及改進掛載點，可攜帶霹靂-10/21
and Singer, 2015） 。大陸在殲-16

對空導彈與鷹擊-12 反艦導彈（Lin

基礎上，研發類似俄羅斯 Su-34 的殲-18 戰術轟炸機

（新華網， 2015.6.19） 。網路透露瀋陽飛機公司研發一種名為神雕的高空長航時無人

機，具有雙機身並使用渦扇發動機，設計理念受到俄羅斯蘇霍伊（Sukhoi）飛機公司
S-62 無人機影響（IHS Jane’s Defense Weekly, 2015.5.28）。

要求造船廠改造船隻以作軍用，建造微型潛艇
大陸新規定要求造船廠改造包括貨櫃船在內的 5 種船隻，以便在發生衝突時
可做軍 用。 大 陸 約 有 17.2 萬艘 民船， 意 味新規 定將增 強海 軍實力 （ 新 華 網 ，
2015.6.21） 。反潛型輕護衛艦

502 黃石號 5 月 6 日入列北海艦隊（IHS Jane’s Naval International,

2015.5.11） 。首艘類似美軍半潛船（Mobil Landing Platform, MLP） 的

868 東海島船 7 月 10 日入

列南海艦隊（半潛船通過本身壓載水調整將裝載甲板潛入水中，可對小型艦艇進行拖帶、運輸，同時可做臨時船塢
對受損艦艇實施海上搶修，文匯網，2015.7.10） ，排水量

20,000 餘噸，比美軍的 34,500 噸小。

第 2 艘 052D 導彈驅逐艦 173 長沙艦已入列南海艦隊（新浪網，2015.7.16）。武漢造船廠
建造微型潛艇，該型潛艇前所未見，衛星照片顯示潛艇長 35 米、寬 4 米、約
400-500 噸（IHS Jane’s Defense Weekly, 2015.6.25）。

七、演習訓練
年度跨區基地化訓練實兵對抗演習正式展開，7 大軍區 10 個陸軍合
成旅將參加
由解放軍總參謀部組織跨越-2015 朱日和 A 演習 6 月 1 日在北京軍區朱日和
訓練基地揭幕，顯示年度跨區基地化訓練實兵對抗演習正式展開。來自 7 大軍區
10 個陸軍合成旅將參加這項演習。他們在 6 至 9 月先後到朱日和基地進行對抗檢
驗評估。系列演習區分為指揮對抗、實兵對抗、綜合檢驗三段式，按照遠端投
送、實驗方案、戰場機動、組織戰鬥、戰鬥實施、複盤檢討、實彈檢驗七步驟實
施。朱日和 A 參演部隊來自南京軍區第 1 集團軍某步兵旅；將有 29 個旅（團）赴
6 個訓練基地和場區進行跨區基地化訓練。除 10 個合成旅在朱日和基地檢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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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 5 個合成旅赴洮南、確山、三界訓練基地進行跨區基地化訓練；7 個陸軍
炮兵旅和 7 個陸軍防空兵旅（團） 也展開代號火力-2015 跨區基地化訓練（新華網，
2015.6.1） 。

機艦穿越宮古海峽，進行民用滾裝船遠程投送演練與巴士海峽空海
演習
大陸空軍航空兵轟-6K 轟炸機 5 月 21 日飛越宮古海峽赴西太平洋展開遠海訓
練，並於當天返航，有助提升航空兵遠海機動作戰能力 （新華網，2015.5.22） 。日本防
衛省 6 月 13 日表示，海上自衛隊在與那國島西南 290 公里海域，發現大陸 151
鄭州艦和 524 銅陵艦，並向西南方向海域行進。這兩艘艦艇 12 日經過宮古島附
近，向東南方向海域行進（文匯網，2015.6.14）。5 月下旬 1 艘 2 萬噸級民用客貨滾裝船
搭載瀋陽軍區空軍部分航空兵部隊官兵和裝備，經過數天橫跨渤海、黃海、東
海、南海 4 大海域，航行千餘海浬抵達華南某港口，完成航空兵部隊伴隨保障力
量跨海遠程投送任務（新華網，2015.6.8）。海軍航空兵轟-6G/K 轟炸機、殲-11B 戰機 6
月 10 日赴巴士海峽以東的西太平洋海空域，與航經該海域的海軍遠海巡航編隊
進行艦機協同訓練。日本防衛省同日表示，海上自衛隊在宮古島南方約 700 公里
處，發現向西北方向航行的大陸海軍編隊，包括 169 武漢艦、999 井岡山艦及
888 撫仙湖艦（文匯網，2015.6.11）。民用滾裝船遠程投送演練與巴士海峽空海演習，外
界指出或為入侵臺灣做準備（IHS Jane’s Defense Weekly, 2015.6.16）。

武警與斯里蘭卡（Sri Lanka）陸軍絲路協作—2015 第一階段聯合
訓練
大陸武警與斯里蘭卡（Sri

Lanka） 陸軍絲路協作—2015

第一階段聯合訓練，3 月

29 日至 4 月 17 日在武警廣東省總隊某部綜合訓練場舉行。聯合訓練將進行單兵
反恐技能和小組戰術等訓練（新華網，2015.4.16）。由武警雪豹突擊隊、獵鷹突擊隊各 3
個 5 人特戰小組，以及武警雲南總隊特勤中隊 1 個 5 人特戰小組編成參訓隊，6
月 21 日前往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參加中斯絲路協作第二階段聯合訓練，聯合
訓練將進行 26 天（新華網，2015.6.22）。空軍派出 1 支空降特種作戰分隊，6 月 15 日赴
白俄羅斯參加神鷹—2015 聯合反恐訓練（新華網，20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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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進行特種兵山地聯合訓練，及首次「中」吉邊
防聯合執法行動
為期 4 天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特種兵山地聯合訓練，4 月 24 日在吉爾吉斯
斯坦（Kyrgyzstan） 首都附近的托克馬克（Tokmok） 結束。這是上合組織成員國部隊首次
聯合訓練。大陸、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各派 20 多
人參加聯訓（新華網，2015.4.26）。「中」吉邊防部門 6 月 15-20 日舉行東方—2015 聯
合執法行動，這是上合組織框架下首次「中」吉邊防聯合執法行動，內容涵蓋應
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多項領域（新華網，2015.6.21）。可汗探索（Khaan

Quest） —2015

多國

維和軍事演習 6 月 20 日至 7 月 1 日在蒙古國武裝力量培訓中心舉行，解放軍派
出 25 人參加。共有 23 個國家 1,200 多名軍人參演，內容包括室內推演、實兵演
練、工程支援和醫療救護 4 個科目，這是解放軍首次派兵參加這項演習（新華網，
2015.6.21） 。

軍事訪問交流
美國海軍第 7 艦隊旗艦藍嶺號（USS

Blue Ridge） 兩棲指揮艦，4

月 24 日結束湛江

5 天訪問後，在湛江外海與南海艦隊井岡山艦，舉行通信聯絡、艦艇編隊運動、
海上聯合搜救等聯合軍事演練（新華網，2015.4.26）。法國海軍投送指揮艦迪克斯莫德
號（Dixmude

L9015） 和護衛艦阿克尼特號（Aconit F713） 組成的艦艇編隊，5

月 7-15 日訪

問上海後，在東海與舟山艦舉行以補給占位、直升機航拍、直升機著艦、小艇換
乘為主的聯合軍事演練（新華網，2015.5.17） 。土耳其護衛艦格迪茲號（F-495

TCG Gediz） 5

月 18 日訪問青島 4 天（Bosphorus Naval News, 2015.5.24）。
大陸海軍導彈護衛艦玉林艦 5 月 18 日抵達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玉林艦參
加 19-21 日舉行的第 10 屆亞洲海事防務展（International

Maritime Defense Exhibition, IMDEX） ；

21-22 日西太平洋海軍論壇（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 WPNS）多邊海上聯合演習，進行
海上監視、攔截和臨檢拿補聯合演練；24-25 日「中」新合作-2015 海上聯合演
習，與新方導彈護衛艦剛毅號（RSS Intrepid 69）、導彈巡邏艦勇士號（RSS Gallant 97）在馬
來半島以東海域，進行主炮對海射擊、聯合防空、海上對抗、直升機互降、編隊

33

運動等演練（解放軍報，2015.5.25）。參加東盟地區論壇第 4 次聯合救災演習海軍井岡山
艦，5 月 24 日抵達馬來西亞檳城港。演習由「中」馬共同主辦，演習區域位於馬
來西亞吉打州（Kedah） 西南海域，26-27 日井岡山艦參加搜救遇險人員演練；大陸
另有海巡 31 船、東海救 101 船、海警 3306 與 31101 船參與演習 （ 新 華 網 ，
2015.5.28） 。

參加「中」俄海上聯合演習的第 19 批編隊臨沂艦、濰坊艦和微山湖艦 5 月
24 日訪問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5 天（解放軍報，2015.5.25）；6 月 1 日訪問克羅地亞
（Croatia） 斯普利特市（Split） 勞拉（Lora） 海軍基地

5 天（人民網，2015.6.2）；6 月 7 日訪問

意大利塔蘭托（Taranto）海軍基地 5 天（人民網，2015.6.8）；6 月 29 日技術停靠馬來西亞
巴生港（Klang），進行加油、物資補給（文匯網，2015.6.29）；7 月 10 日返抵青島（文匯網，
2015.7.11） 。執行環球和出訪任務的海軍

872 竺可楨號綜合調查測量船，5 月 17 日

抵達巴西薩爾瓦多（Salvador）進行 5 天訪問（新華網，2015.5.18）；6 月 7 日抵達厄瓜多爾
瓜亞基爾（Guayaquil）進行 5 天訪問（新華網，2015.6.8）。335 元級潛艦 5 月 22 日進入巴
基斯坦卡拉蚩港（Karachi） ，停留一周後再返航，這是大陸潛艦首次出現在巴基斯
坦，該潛艦是 3 月 31 日離開海南島基地，半個月後出現在亞丁灣 （ India

Today,

2015.6.27） 。

（歐錫富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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