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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大陸反腐趨勢觀察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張執中主任主稿 

 

■ 近期大陸打虎範圍遍及黨政軍企各個系統，包括中共中央開除

郭伯雄黨籍，現任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也遭調查；天津爆炸案

將是下一波反腐重點。 

■ 「周徐蘇令」案背後顯示的是胡錦濤時期常委各自為政與老人

干政等問題，目前中共中央陸續圍繞「周徐蘇令」曾掌控的領

域開展肅清與整風工作，以免成為習近平的黨中央執政隱患，

並使各級幹部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 雖然習近平打虎使其獲得道德上的制高點，但高層反腐範圍過

大，嚴重腐蝕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以來領導集體的執政能力與

形象，暴露落馬幹部背後的鉅額賄款、結黨營私與帶病提拔，

也體現體制的脆弱性。 

 

（一）近期反腐動態 

在「周、徐、蘇、令」四大案後，3 月以來，前中央軍委副主席郭

伯雄之子郭正鋼，與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遭到調查的消息，意

味新一波的打虎行動正在展開（文匯網，2015.3.2；聯合新聞網，2015.3.28）。 

到 7、8 月份，打虎節奏加快，範圍遍及黨政軍企各個系統，包括

中央開除郭伯雄黨籍（人民網，2015.7.30），福建前副省長徐鋼遭開除黨籍（人

民網，2015.7.27），兩位十八屆中委候補委員，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南京

市委書記楊衛澤被「雙開」並立案偵查（人民網，2015.8.1）；環保部副部長

張力軍、吉林省副省長谷春立被調查（新華網，2015.7.30; BBC 中文網，2015.8.1）。

「人民網」兩名創始元老，總裁廖玒、副總裁陳智霞以涉嫌賄賂犯罪

遭河南檢察院立案偵察（中新網，2015.8.28）；執掌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十多

年退休的前董座、黨委書記鄧崎琳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遭組織調查（中央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9%83%AD%E4%BC%AF%E9%9B%84.html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5%BE%90%E9%92%A2.html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4%BB%87%E5%92%8C.html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6%9D%A8%E5%8D%AB%E6%B3%BD.html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8%B0%B7%E6%98%A5%E7%AB%8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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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委監察部網站，2015.8.29）。而 8 月 12 日造成 150 人以上傷亡的天津爆炸案，

除炸出權責不清、資訊不透明等問題外，也讓正坐鎮天津指揮救援的

前天津市副市長、現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楊棟樑，以及 11 名廳局官員

遭組織調查（大公網，2015.8.27）。特別是本案最引人關注囤積危險化學物品

的瑞海公司，其管理層的政商關係將是下一波反腐重點。 

 

（二）肅清周、令餘毒 

隨著「周徐蘇令」案的步調，中共中央也陸續圍繞這些老虎曾掌

控的領域開展肅清與整風工作。從今年 1 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中，中

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提出「肅清周永康案影響」（新華網，2015.1.21），到 8

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提出「肅清令計劃餘毒影響」（大陸國家檔案局，

2015.8.4）。圍繞著周、令案的幹部一一進入司法程序，如李崇禧、李春城、

郭永祥、譚力、冀文林、李東生、蔣潔敏等，加上前中央政法委秘書

長、現任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也遭調查，成為「十八大」以來，首位

落馬的現任省委書記（中時電子報，2015.7.25）；而令計劃、令政策則遭雙開

（人民網，2015.7.20; 人民網，2015.8.21），令完成出走美國，成為中共重要追緝

對象。這段期間，先後有 9 名時任或調往他地的山西省部級官員落馬。

在栗戰書提出「肅清令計劃餘毒影響」之後，前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

長、現任國家旅遊局原副局長霍克，也因受賄、行賄及洩漏黨和國家

秘密等罪遭到「雙開」（聯合新聞網，2015.8.13）。 

無論是周永康、徐才厚或令計劃案，由於位高權重，各自在政治

局常委、中央軍委與中央辦公廳等中共領導核心，擔任分管一把手多

年。如媒體報導令計劃背後的「西山會」，以及周永康四川、石油與政

法系統，其派系網絡成為習近平的黨中央執政隱患。因此在周、令落

馬之後，紀檢系統除順勢清理黨羽以符合上層期待，組織與宣傳系統

還必須進一步將四大案作為反面教材進行黨內整風，使各級幹部與黨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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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政治規矩」 

從媒體對「周、徐、蘇、令」定性為「山頭、幫派主義」、「軍隊」、

「一把手」與「家族」腐敗、「買官賣官」等，高層也試圖讓抽象的整

風通過四大案例具體表現出來。如前述中辦主任栗戰書肅清令計劃餘

毒之講話，即要求幹部以令案為反面教材，站穩政治立場並增強黨性

修養。特別當習近平於 7 月 1 日主持中央深改組第 14 次會議，提出以

「三嚴三實」（領導幹部是否做到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

人要實）貫穿改革過程後（新華網，2015.7.1），中組部於 7 月底發出通知，要

求在「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學習研討中，以周、薄、徐、令、蘇等嚴

重違紀違法案件為反面教材，聚焦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

織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總結反思（新華網，2015.7.27）。中組部的通知中，再

次提到了近來廣受關注的「政治規矩」，並且把專題教育擴大到縣處

級，說明中共試圖從意識形態建構黨員政治信仰，配合常態性「八項

規定」的整風運動，重新塑造黨員的純潔性。 

舉例而言，周、令案背後顯示的是胡錦濤時期常委各自為政與老

人干政等問題。對此，人民日報近期在理論專版，刊出顧伯沖一篇「辯

證看待『人走茶涼』」專論，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應然，對照

領導幹部在位時安插親信，退位後發揮「餘權」，導致山頭林立（人民日

報，2015.8.10）。該文也引發媒體猜想，是否影射江澤民（多維新聞網，2015.8. 10）；

另一方面，中央辦公廳也印發「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

行)」，強調該規定重點是解決幹部「能下」之問題，因此須嚴格執行幹

部到齡免職（退休）、任期屆滿離任等制度。不過，對中國大陸而言，黨

國體制下權力個人化的特性，為擴大非正式、個人化忠誠的派系關係

提供階梯。而中共對於黨政、企事業單位「三支隊伍」一起抓的管理

制度，黨政幹部即使在退場後，依然能將政治影響力與網絡帶入人大

政協與企業的運作，成為幹部權力的維繫管道。意味體制結構讓人走

後，茶水還能保持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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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據統計，自「十八大」至今，已有千名縣處級以上幹部因貪腐落

馬，當中副省部級以上（含副軍級）幹部 126 位。包含 5 位中央委員與 9

位中央候補委員，已超過胡錦濤主政十年的人數，目前僅剩北京、上

海和寧夏三個省份尚未有省級幹部落馬。展望下一階段，肅清令計劃

餘毒因弟滯留美國而未完成；對國企的整頓可能逐步擴大；天津港事

件與瑞海公司的政商關係，可能使中央得以借力重整天津領導階層，

而包括環保系統與地方二把手落馬，其任內的貪腐事實對於昔日長官

或一把手的影響，都是下一波紀檢追訴的重點。 

習近平上臺後，依循「集中力量辦大事」之傳統進行「四個全面」。

在反腐工作上，透過「整風」樹立幹部的行為準則；建立「政治規矩」

改造黨員的政治信仰，最重要還是藉由中紀委擴大巡視制度縱向與橫

向之涵蓋面，讓這樣緊迫盯人方式成為「新常態」，試圖達到「伸手必

被捉」的嚇阻效果。有如「專政」之精神，當前中紀委在秋節前夕，

強調「早研究、早部署、嚴查處、強警示」，嚴防花樣翻新的高價月餅

「死灰復燃」。 

天津港事件爆出中國大陸腐敗的結構問題，以及市場化改革和政

治體制間的矛盾。雖然習近平打虎使其獲得道德上的制高點，但是高

層反腐範圍過大，嚴重腐蝕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以來領導集體的執政

能力與形象。亦即反腐一方面顯現習近平的意志與核心角色外；但另

一方面，落馬幹部背後的鉅額賄款、結黨營私與帶病提拔，卻也體現

體制的脆弱性。無論從那個角度，都顯示習「騎虎難下」，而反腐延伸

至「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也讓既有的「四化」方針因為「四個著力」

而增加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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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大陸逮捕維權律師簡析 
 

南華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戴東清主稿 

 

■ 今年 7月起，大陸發動自 2011年茉莉花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約

談、監控行動，主要是基於「中國國家安全法」頒布施行，以

及部分股民的抗議示威，為免社會秩序失控，因此展開新一波

的預防性鎮壓，亦說明大陸距離真正的「依法治國」尚遠。 

■ 人權問題向來是「中」美關係的敏感議題，此時大規模維權律

師與人士遭逮捕、約談，難免會對習歐會談帶來變數。 

 

（一）前言 

2015 年 7 月 9 日北京著名人權律師王宇、其丈夫包龍軍(律師)及

16 歲兒子包卓軒陸續失蹤。在失蹤前，王宇曾在北京國際機場為丈夫

及兒子送行，不過據悉兩人並未離開中國大陸，失蹤應是遭到逮捕。

次日王宇服務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所主任周世鋒律師、周世鋒助理

李姝雲律師、財務總監王方，以及行政助理劉四新，陸續被不明身份

人士帶走調查。自該日起，警方搜捕行動擴大，48 小時內北京、天津

等 15 個省市，陸續有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被捕或遭到監控。 

 

（二）逮捕事件係預防性鎮壓 

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表示，截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止，至少有 269 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被拘留/帶走/約

談/傳喚/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其中被拘留/監視居住有 20 人、失蹤/去

向未明者 5 人、行政拘留 1 人、軟禁 4 人、被短暫拘留/強制約談/傳

喚，現已獲釋者有 239 人。此外，被查抄的律師事務所，除王宇所服

務的鋒銳律師事務所外，尚有李金星律師辦公室及李和平律師北京辦

公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AE%87_(%E5%BE%8B%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85%E9%BE%8D%E8%BB%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AE%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9%94%8B%E9%94%90%E5%BE%8B%E5%B8%88%E4%BA%8B%E5%8A%A1%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4%B8%96%E9%8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8E%E5%A7%9D%E9%9B%B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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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逮捕維權律師的原因，人民日報 7 月 12 日報導稱：「公安部

部署指揮北京等地公安機關集中行動，摧毀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

所為平臺，自 2012 年 7 月以來先後組織策劃炒作 40 餘起敏感案事件、

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夥。至此，一個由『維權』律師、

推手、『訪民』相互勾連，組織嚴密、人數眾多、分工精細的涉嫌犯罪

團夥浮出水面」。 

此種以刑事案件來箝制維權發展的作法，實難具說服力。例如美

國紐約時報就有評論指出，此舉是共產黨再次用犯罪調查來鎮壓中國

大陸的維權運動，因為維權運動經常是以訴願或倡導來挑戰政府對於

言論自由，法律體系及政治生活的限制。有論者指出，此次行動是自

2011 年茉莉花運動期間預防性鎮壓 100 多人以來，最大規模的逮捕、

約談、監控，主要原因是基於 7 月 1 日「中國國家安全法」頒布施行，

7 月 7 日、8 日股市發生股災，不少股民到證券機關前抗議示威，為免

社會秩序失控，因此展開新一波的預防性鎮壓。 

 

（三）逮捕事件觸動「中」美關係敏感神經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柯比日前特別發表書面聲明指出：「最近幾天，

中國大陸公安人員有系統地拘留，以和平方式捍衛他人權利的人，其

中包括以合法方式挑戰官方政策的人，美國國務院對此感到十分震

驚。中國大陸新的國家安全法，被用來作為侵犯人權的法律依據，引

起美國的深切關注。美國強烈敦促中國大陸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權

利，釋放所有因尋求保護公民權利而被拘留的人。」 

對此官方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拘留滋事律師，美國反應可以藐視」

回擊指出，過去大陸比較弱時，美方的指責像是「人權大棒」，如今不

會有人認為美國務院的這番話有什麼實際作用，它只會讓大陸多少有

點不舒服；讓此事最大限度地促進大陸民主法治建設，比思考如何回

擊美方的指責或許更重要。人權問題向來是「中」美關係的敏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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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預定於 9 月赴美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會晤，維

權律師遭逮捕事件難免會對雙方會談帶來變數。 

 

（四）結論 

大陸當局在國內外未發生諸如法輪功或茉莉花運動等重大影響社

會穩定事件，以刑案調查名義，無預警大量逮捕、監控、約談維權律

師與維權人士，引發國內外政府及人權團體的關注。此舉顯係受到「國

家安全法」頒布施行，大陸股市發生股災，不少股民到證券機關前抗

議示威的影響，為免社會穩定受到衝擊，官方率先進行新一波的預防

性鎮壓。由於人權問題向來是「中」美關係的敏感性議題，在大陸國

家主席習近平即將於 9 月啟程赴美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會晤前，大

陸發生大規模維權律師與人士遭逮捕、約談事件，難免會對雙方會談

帶來變數。大陸官方基於新的維穩原因，大量逮捕維權律師與相關人

士，亦說明距離真正的「依法治國」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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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新「安保法制」與東亞國際關係簡析 
 

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陳永峰主任主稿 

 

■ 從地理政治學解讀東亞國際關係，日本正好處於大陸（內向、

政治的）與海洋（外向、經濟的）兩大歷史斷層的交界，面臨

海陸/東西兩大勢力的拉扯，因此安倍晉三急於推動新「安保法

制」。 

■ 日本航空自衛隊的「緊急升空」（scrambling）次數，在 2012 年首

度突破 500次，2013 年急速增加到 810次，2014 年持續上昇至

943 次，幾乎均為對中國大陸和俄羅斯航空器的對應，凸顯「中」

俄對日本的國安威脅漸升高。 

■ 安倍政權的「積極和平主義」與強化「日美同盟」的政策方向，

就是日本對於「世界安全保障環境」變化的回答，反映根基於

經貿通商利權的海洋爭奪戰。 

     

（一）前言 

安倍晉三將新「安保法制」的成立及 9 月底自民黨總裁改選列為

優先的政治日程，取消 9 月初的訪「中」行程。另一方面，在 8 月 14

日安倍發表「戰後 70 年談話」提及日俄戰爭的世界史意義之後，俄羅

斯隨即反制，由首相梅德韋傑夫登上北方四島，並於 8 月 25 日在俄屬

東亞的日本海沿岸首次進行俄「中」海軍聯合登陸演習。 

同時，如果再與今年 4 月安倍晉三訪美時與歐巴馬的合照和 5 月

紅場閱兵臺前習近平與普丁的合照拿出來相互對比的話，一幅海洋 vs.

大陸；外向 vs.內向；民主 vs.獨裁，的圖像躍然而出。只是，21 世紀

的地球，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民主與獨裁或自由與計劃的抗拮，橫亙在

我們眼前的癥結，已是國際經濟體系不均衡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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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地理政治學解讀東亞國際關係 

今天，中國大陸不得不的「脫陸入海」到底在世界史中有何意義，

依然難解。雖然，「中」、俄（甚至包括歐陸的德國）等大陸國家間的聯合，遠

遠不如美、英、日、澳等海洋國家間來得清晰具體。但是，中國大陸

在強調「海權興國」的同時，卻又非得強化與傳統陸權國家的連結，

此一海洋與大陸勢力的歷史交錯，無論如何，非得深入理解不可。特

別是必須在海、陸勢力的夾縫中尋求歷史存在空間，並且迫切想要同

時加入 TPP（海洋通商體系）與 RCEP（大陸內需體系）的臺灣。   

眾所皆知，自從鄧小平揮舞「改革開放」的大旗帶領中國大陸重

登世界舞臺以來，中華世界的力的作用方向，一直是從「海洋中華世

界」朝向「大陸中華世界」發展，直到晚近才開始逆轉。在中國大陸

的世界史回歸愈來愈明顯的今天，與過去 30 餘年來的方向相反，「大

陸中華世界」對「海洋中華世界」的力的作用，愈來愈清晰可見。 

從地理政治學上來看，日本學者白石隆就曾指出亞洲東部（包括東北

亞和東南亞）的歷史，一直都是在「海洋亞洲」和「大陸亞洲」之間的相

互作用下發展而來。「海洋亞洲」代表著對外開放的亞洲，並且是以相

互貿易網絡結合而成的資本主義型亞洲；而「大陸亞洲」則是向內發

展的亞洲，以鄉紳和農民為中心的農本主義型亞洲。白石隆所說的「大

陸亞洲」的典型當然是佔據著歐亞大陸東部的歷代中華帝國；而「海

洋亞洲」則是由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與戰後「美國和平」所

構築出的東亞海洋世界。 

換句話說，從大歷史的視界而言，「日本史」正好處於大陸（內向、

政治的）與海洋（外向、經濟的）兩大歷史斷層的交界，歷史性的「地震」從

不終止。這也造成日本進入現代（全面西化）以來，身處東洋卻不在東洋，

或不在西洋卻處處與西洋聯結的歷史困境。也就是說，在海洋與大陸

勢力高度混雜的今天，日本身陷海陸/東西兩大勢力的拉扯之中，脫困

無方。從上述立場出發的話，安倍晉三急於推動新「安保法制」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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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自然就明白起來。 

 

（三）「中」俄對日本的國安威脅漸升高 

對於日本而言，近年來對於「中國威脅論」的無限強調，隱藏於

日本的「内部脈絡」極爲強力。2012 年以來公布的防衛省「防衛白皮

書」，連續 4 年用極大的篇幅強調中國大陸的崛起與威脅。明言中國大

陸不斷擴大對海洋的支配力，海軍艦艇進出太平洋及日本近海已成為

常態，日常性地進入日本「領空」與「領海」。中國大陸今後也將繼續

擴大其海洋活動領域，包括東海、南海及太平洋。同時，冷戰終結之

後，日本航空自衛隊的「緊急升空」（scrambling）次數，在 2012 年首度突

破 500 次，2013 年急速增加到 810 次，2014 年持續上昇至 943 次。其

中對中國大陸和俄羅斯航空器的對應，幾乎佔據全部的數字。對於日

本內部，特別是國安部門而言，毫無疑問，這代表著「大陸國家」「中」

俄「聯合」的「敵國性」的完成。 

 

（四）結語 

面對冷戰終結以後「世界安全保障環境」的激烈變化，日本長期

以來廉價的「一國和平主義」，確實已經來到臨界點。所以，不管日本

國民支持與否，周邊各國理解與否，安倍政權的「積極和平主義」與

強化「日美同盟」的政策方向，就是日本對於「世界安全保障環境」

變化的回答。只是冷戰期的意識形態鬥爭已不復見，展現在世人眼前

的是根基於經貿通商利權的海洋爭奪戰。毫無疑問，「海洋國家」與「大

陸國家」的新冷戰方興未艾；眼前看來，終結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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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放軍近期軍事演習觀察 
 

國防大學政治學系馬振坤教授主稿 

 

■ 綜觀解放軍近期以來之軍演以及規劃來年各項軍演之內容，可

知各軍兵種演訓皆以聯合作戰為基礎，以戰力全覆蓋、陸海空

天多維展開、全系統全要素參與為基本。 

■ 大陸在今年 5 月發布的「中國軍事戰略」白皮書首度揭示以海

軍作為軍隊建設發展之重心，此係近期以來解放軍在中國大陸

周邊海域進行海上聯合軍演日趨頻繁之主因。 

■ 白皮書另要求「推動演訓科目從非傳統安全領域向傳統安全領

域拓展」，未來解放軍軍演將更聚焦在傳統安全軍事行動之演

訓，參演軍隊展示火力等規模，均將高於以往。 

 

（一）前言 

近期中共軍事演習不斷，解放軍不同軍種皆舉行大規模軍事演

習，包括二砲部隊亦有報載進行東風 41 型導彈試射。從解放軍近期以

來之軍演各項內容觀察，可知各軍兵種演訓皆以聯合作戰為基礎，以

戰力全覆蓋、陸海空天多維展開、全系統全要素參與為基本。反映大

陸在今年 5 月發布的「中國軍事戰略」白皮書，所提及要「開展多層

次、多領域、多軍兵種的雙邊多邊聯演聯訓」的指導思想。 

 

（二）近期解放軍演訓概況 

7 月初，解放軍近百艘艦艇數十架戰機及岸基信息作戰、電子對抗

兵力分成分成紅藍雙方，在黃海進行複雜電磁環境下「背靠背」實兵

對抗演習。此次演練的特色在於多軍兵種聯合訓練，並貼近資訊化條

件下海上實際作戰想定，設置空中、海上、水下等多元威脅條件，增

加演習難度和實戰性，參演部隊於演習期間密集發射飛彈、魚雷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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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炮、干擾彈等實彈。二砲部隊數個飛彈發射營亦參演，實施聯合火

力打擊。瀋陽、濟南軍區電子對抗兵力編成兩個岸基信息作戰群，參

與信息作戰。 

7 月中旬，解放軍海軍南海艦隊登陸艦支隊聯合海軍陸戰隊、陸軍

兩棲部隊、海軍航空兵直升機部隊等兵種，在南海進行一場立體登陸

作戰演習，參演部隊分成藍紅雙方，進行水面敵艦襲擾、潛艇水下攔

截等對抗。演習自晚間 9 時展開，經過兩夜一天的航渡後抵達登陸海

域，登陸作戰演練除了傳統兩棲裝甲車及舟波搶攤登陸外，亦派出數

艘野牛級新型氣墊登陸艇，搭載登陸部隊和裝甲車快速搶攤登陸。另

外直升機亦搭載陸戰隊員滑降至敵軍後方陣地，對重要火力點實施摧

毀，並引導己方火力實施打擊。本次演習解放軍綜合使用平面登陸、

垂直登陸、超越登陸方式，對敵人灘頭堡進行快速突擊開闢登陸場，

是過去未曾使用的新型登陸作戰方式。 

7 月下旬，解放軍海軍 140 餘艘大小艦艇、50 餘架次海航戰機、

部分信息作戰兵力、二砲部隊數個導彈發射營、廣州軍區部分電子對

抗兵力，組成紅藍雙方，在複雜電磁環境下展開對抗演習，在海南島

榆林以東的海空域進行多波次實彈攻防、密集發射各型導彈、魚雷戰

雷、艦炮、干擾彈等。此次軍演在對抗海域、地域和空域面積空間上，

是以往同類型演習最大者，亦在潛艦合同立體反潛條件下，進行新型

護衛艦抗擊來襲導彈、航空兵攔截高速低空目標、水面艦攔截超音速

反艦導彈、以及成建制遠程投送岸導兵力等項目探索新的作戰方式。

參演的不同軍兵種十多個戰術群，全部融入岸海空天電一體化作戰

中，在多元立體作戰空間展開聯合籌劃、偵察識別、信息攻防、制空

制海等全要素、全過程、全時段實兵對抗。 

解放軍於 6 至 7 月初在黃渤海進行了三次海上聯合軍演，7 月中旬

在南海進行了兩棲登陸作戰聯合軍演，7 月下旬除了南海大規模海上軍

演外，解放軍也同時在東海海域進行實彈射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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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下旬解放軍海軍及俄羅斯海軍在俄羅斯遠東地區靠近海參威

的日本海海域舉行「海上聯合 2015」聯合軍演，內容包括聯合反艦、

聯合反潛、聯合防空、聯合防禦、聯合登陸等科目，「中」方共派出包

括驅逐艦、新型護衛艦、兩棲登陸艦在內的 7 艘艦艇參演。今年 5 月

間，「中」俄海軍在地中海海域也進行海上聯合軍演，演習主要內容包

括海上防禦、海上補給、護航行動、保證航軍安全聯合行動、武器實

彈射擊等，「中」方派出 3 艘艦艇、2 架直升機及特戰分隊等參演。 

另外，8 月中旬，解放軍空軍多架軍機經由巴士海峽飛赴西太平

洋，進行一千多公里遠海遠程奔襲演訓。這是解放軍首次表明軍機出

第一島鏈一千多公里進行演訓，以往未曾公佈遠程奔襲演訓之距離。

解放軍空軍今年已進行三次遠海遠程奔襲演訓，包括（1）今年 3 月廣

州軍區空軍機隊經由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演訓；（2）今年 5 月則是

解放軍南京軍區空軍軍機首度飛越宮古島海峽進入西太平洋開展遠程

奔襲訓練；（3）8 月中旬經巴士海峽的機隊屬於廣州軍區空軍。 

今年三次飛赴西太平洋的演訓，皆出動轟 6K，此型轟炸機可攜帶

大陸自製之長劍 10 中程攻陸巡弋飛彈，有效射程超過 1,500 公里。由

於關島距中國大陸沿岸約 2,500 公里，使用轟 6K 攜帶長劍 10 巡弋飛

彈，可以在進入西太平洋一千公里處即飛發射飛彈，便能打擊位於關

島的美軍基地。 

另外，根據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表示，今年共軍將在全境展開

100 多場聯合演習演練，分為使命課題聯合訓練、聯合專項訓練、軍種

間互為條件訓練、中外聯合訓練 4 個系列。其中聯合演練將凸出海上

方向訓練，使命課題聯合訓練、聯合作戰指揮訓練、聯合行動專攻精

練，以提高部隊指揮官綜合規劃指揮能力，以及部隊基於資訊體系的

作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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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演訓簡析 

綜觀解放軍近期以來之軍演以及規劃來年各項軍演之內容，可知

各軍兵種演訓皆以聯合作戰為基礎，以戰力全覆蓋、陸海空天多維展

開、全系統全要素參與為基本。陸基電子對抗部隊、信息作戰部隊皆

參與陸、海、空軍種各項聯合軍演，以落實在複雜電磁環境下作戰之

要求。二砲部隊戰術導彈發射營亦參與各項演習，以落實聯合作戰下

遂行聯合火力打擊之要求。空軍特種作戰飛機如空警 200、空警 2000

空中預警機、運 8、運 9 等電偵機，以及新式的戰場無人偵察機等，皆

經常出現於各軍種聯合演習之場景中，且離岸飛行距離愈來愈遠。 

無論是以陸軍地面作戰為主之演訓、抑或以海軍海面作戰為主之

海上軍演，皆會伴隨空軍相關之電偵機、預警機、偵察機，以及陸、

海軍本身所屬之航空兵相關之直升機或戰機共同參與演習，以執行演

習過程中之立體攻防想定。 

尤甚者，近期以來解放軍海上軍演亦呈現出同時實施防空、反艦、

反潛之操演，顯示解放軍海軍新式艦艇在此三者作戰效能已大幅提

升。其艦載新型信息化作戰平台已可藉由數據鏈之聯結，同時指揮艦

隊不同艦艇遂行防空、反潛、反艦作戰，而個別艦艇配備之新式防空、

反潛及反艦導彈，藉由通用型垂直發射筒的設置，可大幅縮短各類導

彈發射時間，有效發揮即時打擊火力。 

 

（四）結語 

大陸在今年 5 月發布的「中國軍事戰略」白皮書，明文指出海洋

關係國家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必須突破重陸輕海的傳統思維，高

度重視經略海洋，維護海權」，大陸將「建設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

適應的現代海上軍事力量體系，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戰略

通道和海外利益安全，參與海洋國際合作，為建設海洋強國提供戰略

支撐」，這是共軍建軍以來官方首度明白揭示以海軍作為軍隊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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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心。而白皮書又強調「海軍部隊組織和實施常態化戰備巡邏，在

相關海域保持軍事存在」，此語中之相關海域，即是指中國大陸周邊黃

海、東海、臺海及南海海域。佐以此白皮書，自可了解近期以來解放

軍在中國大陸周邊海域進行海上聯合軍演日趨頻繁，甚至經常穿越宮

古島海域及巴士海峽，進行西太平洋進行演訓之原因。 

而白皮書中所提要「開展多層次、多領域、多軍兵種的雙邊多邊

聯演聯訓，推動演訓科目從非傳統安全領域向傳統安全領域拓展，提

高聯合行動能力」，則可使吾人了解未來解放軍軍演將聚焦在傳統安全

軍事行動之演訓，參演部隊、展示火力、演習空間等規模，都將高於

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