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期美中在亞太區域軍事活動觀察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馬振坤主稿

1 月迄今美中機艦頻繁在東海、南海及西太平洋活動，並於往返時
經臺海；中共利用兩軍在亞太區域之軍事角力，藉媒體報導，達成
對臺武嚇之政治宣傳目的。
中共意圖將臺海軍情與美中在南海之軍事角力掛勾，我方應避免臺
海軍情陷入惡性螺旋。
今年元月以來美中在亞太地區軍事活動頻繁，雙方以南海為主要
場域從事軍事角力，並產生外溢效果至周邊臺海、菲律賓海、東海、
甚至印度洋東部安達曼海等區域。以臺海為例，2 月至今共機共有 4
次接近、進入我防空識別區，其中一度短暫越過海峽中線且傳出共機
開啟射控雷達鎖定我方戰機的插曲。日前則是共機在夜間出海沿海峽
中線西側向巴士海峽飛行進行夜航訓練。美軍則是自 1 月以來即頻繁
進出南海，部分機艦在往返南海時亦頻繁通過臺灣周灣海域。比對中
美兩軍出現於臺海、巴士海峽及臺灣東側西太平洋之活動，多與兩國
在南海地區進行的海空演訓相關。除臺海外，東海、菲律賓海的情勢
亦然。

（一）近期美中兩軍機艦在亞太區域之角力
1 月迄今，美中兩軍機艦頻繁在東海、南海及西太平洋活動，並
於往返時經過臺灣周邊海域：
（1）1 月 16 日美軍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希羅號」由南向北
航經臺灣海峽，且在海峽中線以西航行。以往美艦進入臺海
皆是遵循兩岸對於海峽中線之默契，在中線東側海域航行。
希羅號進入臺海且在海峽中線西側航行，明顯帶有警告中共
莫要對蔡英文總統高票連任採取過激反應。
（2）1 月 20 日美軍第 7 艦隊旗艦「藍嶺號」
、兩棲攻擊艦「美利
堅號」遠征打擊群，與日本海上自衛隊戰車登陸艦「國東號」
在日方海域舉行共同訓練。同日，共軍一架 Tu-154MD 電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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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出海在東海海域飛行逗留，明顯是在從事偵蒐美日海上聯
合軍演的相關電子參數。
（3）1 月 23 日上午，中共空軍轟 6K、空警 500 等機編隊飛經巴
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進行遠海長航訓練後，循原航路飛返駐
地。共機此次編隊遠海長航訓練明顯是針對甫完成美日海上
聯合軍演經臺灣東側西太平洋水域南下前往菲律賓海之美軍
兩棲攻擊艦「美利堅號」遠征打擊群進行模擬攻擊訓練。
（4）1 月 25 日美海軍濱海戰鬥艦蒙哥馬利號進入中共人工島嶼永
暑礁、赤瓜礁水域航行，共軍南海艦隊派艦尾隨監控警告驅
離。美軍此舉明顯針對正在南海北部進行海空聯合演訓之共
軍艦隊展現軍事存在。
（5）1 月下旬，共軍 054D 導彈驅逐艦呼和浩特號、071 型兩棲船
塢登陸艦五指山號、901 型遠洋綜合補給艦查干湖號、815A
型電子偵察艦天樞星號、以及兩艘護衛艦組成之遠海聯合訓
練編隊，於南海北部海域會合完成編隊並實施若干課目之海
上操演後，在 1 月底經由巴士海峽進入菲律賓海後繼續向東
航行於西太平洋，並於航行特定海域時進行海上作戰防空、
反艦、反潛課目（判進入西太平洋後水下應增編核動力攻擊潛艦 1 艘）演練。
該艦艇編隊於西太平洋航行 10 天後，於 10 日通過國際換日
線進入太平洋東部海域。在共軍 161 編隊航行期間，1 月 31
日一架自關島起飛之美軍 B-52 轟炸機飛行至臺灣東南方海
域，配合在菲律賓海進行演訓之美軍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打
擊群，模擬打擊甫通過巴士海峽進入菲律賓海要前往西太平
洋進行遠海長航之共軍海軍 161 編隊。B-52 在飛行期間曾短
暫進入我防空識別區。
（6）2 月 9 日上午 11 時許，中共空軍轟 6K、空警 500、殲 11 等
機編隊於由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其中空警 500、殲 11 循
原路徑飛返中國大陸，轟 6K 則續於臺灣東部向北飛行，經宮
古海峽進入東海後返回原駐地。共機編隊轟 6K 共 4 架，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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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載兩枚鷹擊反艦飛彈。共機編隊遠海長航係配合南海艦隊
水面艦在臺灣東南方海域進行演訓，演練對接近第一島鏈之
美軍水面艦隊進行海空聯合打擊。
（7）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轟 6K 等型共機編隊再度由臺海經巴
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後循原航線飛返駐地。其間有共機曾於
北緯 23 度以北短暫踰越海峽中線，經我方廣播驅離後即飛返
中線以西空域。期間並傳出共機殲 11 曾開啟射控雷達鎖定我
方戰機之情況。共機編隊此次遠海長航，除延續 9 日與南海
艦隊在南海北部及巴士海峽之海空聯合演訓外，亦增加對臺
灣南部陸地目標之打擊演練。
（8）在共機 2 月 9、10 日連續在臺海周邊活動後，2 月 12 日凌晨，
美艦諾曼地號神盾級巡洋艦自南海北部經東沙島海域由南向
北經臺灣周邊水域航行。另一艘美海軍神盾級驅逐艦史塔森
號亦航行至臺灣海峽南端之臺灣淺灘附近水域。另外 2 月 12
日白天，美軍一架 MC-130J 特種作戰運輸機由日本沖繩嘉手
納空軍基地起飛，由北向南飛越臺灣海峽；與此同時，美軍
兩架 B-52 轟炸機也由北向南飛行於臺灣東部海域。2 月 13
日，美軍一架 P-3C 反潛機飛行於臺灣南端鵝鑾鼻外海。2 月
15 日，美軍神盾級導彈巡洋艦「昌斯洛維爾號」由北向南穿
越臺灣海峽，此為美軍本年度第二次派艦進入臺海。美機之
活動明顯是針對共軍連續兩天繞臺舉動所採取之壓制作為。
（9）2 月 17 日，自美軍羅斯褔航母起飛之 E-2C 電偵機飛經巴士
海峽進入南海北部後折返航艦。2 月 18 日，美軍一架 EP-3E
電偵機由北向南飛行至南海北部後折返嘉手納基地。同日傳
出美軍一架 P-8A 巡邏機在南海上空飛行時遭到一艘共軍驅
逐艦以肉眼看不出的雷射光照射。
（10）2 月 28 日，共機轟 6 飛經臺灣海峽西南部空域並短暫越過
海線中線南端，在進入巴士海峽後循原航路折返駐地。共機
此舉係針對正在西太平洋航行將進入巴士海峽前往越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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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之美軍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進行之打擊演練。
（11）3 月初，美軍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訪問越南；3 月 10 日，
美艦勃克級驅逐艦「麥克坎貝爾號」進入西沙群島水域，實
施自由航行任務，共軍尾隨警告驅離；3 月 11 日，美軍 P-3C
反潛機、RC-135W 電偵機飛行進入南海；3 月 13 日美軍兩
棲突擊艦「美利堅號」遠征打擊群編隊於南海進行訓練，共
軍派艦尾隨監視，期間美利堅號並進行甲板起降 F-35B 戰機
訓練；3 月 15-18 日，美軍兩棲突擊艦「美利堅號」戰鬥編
隊及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在南海進行演訓，美軍 EP-3E 電偵
機更二度飛近香港外海。美軍在南海頻繁之活動是針對中共
展現美軍在南海之軍事優勢存在。
（12）3 月 16 日，共機空警 500、殲 11 等在夜間出海進入臺灣西
南方海域進行夜航訓練，並接近我防空識別區。共機此舉係
針對美軍羅斯褔號及美利堅號等編隊在南海進行演訓所實
施之打擊演練。
（13）3 月 18 日，共軍 1 艘旅洋 III 級導彈驅逐艦、2 艘江凱 II 級
導彈護衛艦、1 艘福池級綜合補給艦等共 4 艘軍艦，編隊經
臺灣東部海域通過宮古海峽進入東海。此為共軍亞丁灣護航
艦隊結束任務返回駐地。
（14）3 月 18 日，美軍 1 架 EP-3E 偵察機經巴士海峽進入南海，
期間一度逼近香港空域；同時美軍 2 架 B-52 轟炸機自關島
起飛前往南海，飛行期間有美軍 2 架 KC-135R 空中加油機
為其實施空中加油；19 日，1 架美軍 RC-135U 電偵機航行
進入南海。美軍此舉為配合在南海實施海空聯合演訓之美軍
水面艦隊所進行之訓練。
（15）3 月中旬，美軍神盾級巡洋艦「希羅號」在菲律賓海進行標
準二型防空飛彈實彈射擊。3 月 23 日，美軍伯克級驅逐艦
「貝瑞號」在南海進行實彈操演，並於操演中發射一枚標準
二型防空飛彈。美軍此舉為向中方展現美軍在亞太區域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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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軍事存在。同日，共軍一架運 8 電戰機於東海進行巡航逗
留。

（二）共軍對美軍事角力之對臺意圖分析
中共利用美中兩軍在亞太區域之軍事角力，藉由媒體渲染報導，
達成對臺灣實施武嚇之政治宣傳目的。
共軍東部戰區針對共機 2 月 9 日繞島巡航指稱：「臺灣及其附屬
島嶼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軍隊戰備巡航完全正當
合法，是針對當前臺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
動。戰區部隊有決心、有能力挫敗一切「臺獨」分裂活動，堅決捍衛
國家主權利領土完整，堅決維護臺海地區和平穩定」
。國臺辦亦指稱：
「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近來不斷發表具有「兩國論」含義的分裂言論，
擺出加大兩岸對抗的姿態，加緊策劃臺美勾連新動作，借機謀獨，公
然進行危險的挑釁。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行動，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
與領土完整，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維護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奉勸民
進黨當局不要玩火。」
共軍東部戰區針對共機 2 月 10 日於巴士海峽活動指稱：
「臺獨勢
力罔顧民族大義，加緊謀獨，逆勢妄動，不得人心。戰區部隊始終保
持高度戒備，密切關注形勢動向，堅決履行職能使命」。但綜觀新華
社、人民日報等官媒在 2 月間之報導，均聚焦於疫情防控工作，並無
聚焦臺海情勢，亦未報導共機在臺灣周邊巡航及東部戰區與國臺辦之
相關發言。此顯示中共領導階層全力聚焦於疫情防控，並無升高臺海
軍事緊張之意圖。

（三）結語
隨著近期美中兩強軍事力量在南海角力日趨白熱化，近日中共官媒
升高對臺批判的力度，且刻意強調臺灣目前採取親美仇中路線。這可由
新華社連續在 17 日刊出評論「仇中媚美 比病毒更毒！-戳穿吳釗燮們
的表演」、以及 21 日刊出「時評：陳建仁披專業外衣公然造謠」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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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論用詞強烈極具仇視意味，這顯示中共意圖將臺海軍情與中美在
南海之軍事角力掛勾。我方一方面嚴密監控共軍舉動並展現不容其越雷
池一步之堅定立場，但另一方面亦無需炒作中共意圖在疫情期間升高兩
岸軍事緊張，以免臺海軍情陷入惡性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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