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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使海權產生革命性的劇變，改變海上防禦與攻擊的平衡

態勢，制海難度提高，海上拒止轉而容易。中國大陸正運用飛

彈、空、海、反衛星與網路戰等技術，達成反介入與區域拒止，

更透過目標標定與網路鏈結技術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水面

艦隊，大有與美國競逐西太平洋海權之勢。

由於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濟高度依存，也擁有共同的安全貿

易利益，加上全球經濟整合、科技變革、中國大陸實力壯大以

及地緣戰略重心轉移，雙方實應尋求海上合作，而建立多邊的

海上安全機制(如東亞海上夥伴關係)或許是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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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馬
漢(Alfred Thayer Mahan)上校曾提及，「那些在遠處與狂

風巨浪搏鬥的軍艦，法國大軍從沒放在眼裡，而它們阻礙

了法國實現統治世界的美夢。」這段話除描述英國成功封鎖拿

破崙領導下的法國外，也冀望能說服美國人相信，美國的天命

不應止步於水邊岸際。他的曠世巨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 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顯然成功地做到了，成為

美國奪取加勒比海與遠東殖民地及打造世界一流主力艦艦隊的

學理基礎。

不幸的是，許多具有影響力的德國人與日本人也非常重

視馬漢的理論，但他們的抱負卻在日德蘭(Jut land)及中途島

(Midway)海戰中破滅。中途島海戰更使美國從此一躍成為無可

匹敵的世界海洋霸主，並且維持這個地位長達70年於不墜。

當前中國大陸正崛起為可能的競爭者。龔培德 ( D av id 

Gompert)在本書中問道，這種初期的競爭究竟預示著未來即將

出現何種態勢。歷史充滿了教訓，困難的是，要如何選出對的教

訓。有鑑於此，龔培德檢視了三個崛起與沒落中的海權為案例，

其中兩個最後以戰爭收場，即1914年德國與英國的戰爭及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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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美國的戰爭；第三個是美、英兩國的海權遭遇，結果則是

英國海軍大體上先將區域優勢，接著再將全球優勢逐漸和平地

轉移至美國海軍手中。

龔培德的分析清楚指出，上述結果都不特別令人嚮往。美

國終須為海上優勢而戰，或是將其拱手讓人呢？如果中國大陸

與美國目前的經濟成長率繼續維持數十年，那麼吾人將很難看

出可以避免發生哪種結果。如果未來中國大陸的實力稱霸全世

界，那麼能按捺多久坐視一個較弱小且貧窮的對手主宰世界海

上航道？如果未來美國國力較弱，卻想要自恃其力捍衛中國大

陸貿易的全球航路，這種作法又能維持多久？本書的研究重點

即在討論這些問題。

當然，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速度不可能一直領先美國，畢竟

日本就沒能如此；而即使中國大陸做到了，難道必然會選擇挑戰

美國的海上優勢嗎？

新的網路、太空及其他領域的技術已經在形塑美國與中國

大陸的海上競爭，而這些技術是納爾遜(Nelson)將軍、馮˙提爾

皮茨(von Tirpitz)和山本(Yamamoto)上將所無法想像的。美國與

中國大陸展開競逐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環境也已改變，就迅

速提升的物質福祉而言，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龐大的和平

利益；而就核武驚人的破壞威力而言，戰爭的後果也從未如此慘

絕人寰。因此，國與國的衝突已經少之又少。事實上，半個多世

紀以來，世界上並沒有大國兵戎相見。世界的強國仍然競逐權

力、影響力與財富，但卻根據衝突的風險與合作的益處等不同於

4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前言 ◄       5

以往的假設展開競逐。

基於此等原因，如果就此推論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海上對

抗，最後必然以前述任一結果收場，則不免失之輕率；但如果推

論會出現其他結果，則誠如本研究清楚指出的，同樣也有欠缺

嚴謹之嫌。過去的歷史或許不能用以勾勒未來的走向，但卻是

唯一可依憑的參考。幾乎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美國與中國大陸的

海上競爭將益形激烈，最起碼中國大陸將挑戰美國在緊臨中國

大陸海域的主宰地位。龔培德從目前與未來的能力、美國與中國

大陸的現行戰略，以及以往這類強權對抗的經驗等觀點，闡述

這種競爭的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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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
書的發想起源於筆者與美國國防大學孫飛 ( P h i l 

Saunders)先生從事美國與中國大陸彼此的戰略弱點研

究期間，最後的研究成果是《權力的矛盾》(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Era of Vulnerability, 美國國

防大學出版社, 2012年)乙書付梓。為降低在核子、反衛星和網際網

路等領域爆發衝突的危險，該研究提出美國與中國大陸可採取的

諸多措施，但仍有一個懸而未解，卻可能同樣重要的問題：海上領

域—尤其是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和鄰近海域展開隱約

可見的海權競爭以及可能的對抗。

由於中國大陸實力向外擴張，導致該區域進入了一個變動

時期，海權的本質也因而起了變化。因此，「誰將控制這片至為

重要的廣袤水域」成為充滿不確定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對美

國、中國大陸、該區域其他國家，以至於全世界都很重要。隨著全

球經濟整合，各國對海上貿易與海洋資源的依賴日益加深，對全

世界首屈一指的海上強權美國所推動的海上安全合作構想，興趣

也越來越濃厚；另一方面，科技進步使得行駛大洋之上的海軍艦

艇與海上運輸更顯得脆弱。如果後者的發展意謂海上領域安全

可能每況愈下，那麼前者的發展則可作為海上競爭與對抗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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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事實上，突飛猛進的科技可能迫使海上敵人反而變成海上

夥伴。

關於這兩種發展，美國與中國大陸這兩個海權—以傳統

術語來說就是「既有強權」(established power)與「新興強權」

(rising power) —未來的關係至為重要，尤其在東亞水域。本研

究係針對理論、歷史、經濟、地緣政治及科技等領域，探討此一

關係，並從美國利益的觀點進行討論，同時也顧及中國大陸和

其他國家的利益。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弱點所面臨的挑戰，

並非美國或西太平洋獨有的問題，不過海權更迭所造成的衝

擊，首當其衝的可能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

從事本研究時，正值人們深切了解本區域對世界及美國都

十分重要之際。凡涉及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任何面向、亞洲事

務、海軍與海上問題或一般政治/軍事議題的決策者、意見領

袖、實務人員與學者等，都應當會對本研究的心得感興趣。雖然

這些議題頗為複雜，筆者已設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進行論述。

本研究在「蘭德國防研究院國際安全及國防政策中心」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 of the 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內進行。該中心由美國聯邦

政府提供研發經費，贊助者包括國防部長辦公室、聯合參謀、統

一作戰司令部、海軍、陸戰隊、國防機構及國防情報界。

欲獲得更多有關國際安全及國防政策中心的資料，見ht tp://

www.rand.org/nsrd/ndri/centers/isdp.html或與該中心主任聯

絡(相關網頁上有聯絡資料)。

http://www.rand.org/nsrd/ndri/centers/is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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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
國在西太平洋的實力向來且仍將取決於海權。然而中國

大陸視鄰近的美國海權為威脅勢力、是其區域利益對抗

者及通行世界各大洋、獲取資源和拓展市場的潛在阻礙。中國

大陸因而部署攻船飛彈、潛艦及其他戰力，對美國水面艦隊構

成了威脅，此外還在東亞水域擴增海軍部隊，以強化其領土宣

示、鞏固貿易通路的安全及擴大其影響力。一旦美國海權消褪

或任其處於脆弱狀態，此一重要區域可能陷入不穩定或落入中

國大陸掌控中，因此美國應當會出面因應這種挑戰。如此一來，

西太平洋必將重現既有海權抵抗新興海權的經典案例。

這種對抗可能演變成衝突及戰爭。舉世公認的海權理論之

父馬漢(1840-1914年)認為，一個世界強權必須能取得海外原料

與市場，使產能擴大到超過內需，成為更強大的國家。他發現英

國「超大」(outsized)海軍促成了其工商業的昌盛繁榮與帝國的

輝煌成就，故斷定海權乃主宰世界的關鍵；而海權反過來需要

整個國家(不只海軍)的重視、共識、支持與精力。依馬漢所見，海

權的對抗乃達爾文主義中的世界強權政治的固有現象，任何稱

職的海權都必須能保衛本國的海上通路(制海[sea control])，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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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還須能阻止敵方使用海上通路(海上拒止[sea denial])。他

指出，海權的核心在於密集的主力艦隊所展現的攻擊能力。

馬漢的觀念形塑了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海權強國的對抗

態勢。他所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乙書成為德、日兩國軍官必

讀的書籍，而美國帝國主義支持者，由其是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洛吉(Hen r y Cabot  Lodge)和赫斯特 (Wi l l iam 

Randolph Hearst)則利用他的理論支持自己的主張。美國在控制

了北美大陸並發展了工業經濟後，開始發展海權，以奪取屬地、

追求世界強國地位及將駐留的外來勢力逐出北半球。

當時稱霸世界的海權國家，英國，選擇不與美國進行海權

對抗，因英國本身在其他地方面臨更重大的危險，而且國內也出

爭奪資源以及社會改革的現象。德意志帝國則直接挑戰英國的

海上優勢，因德國認為此種優勢威脅其海外通路，是德國邁向世

界強國之路的障礙；而倫敦認為德國在歐洲的霸權潛力及其對

英國海權的挑戰構成了戰略威脅，故進一步強化海軍力量，並與

宿敵同時也是歐洲較弱的法國結盟以為因應。英、德交惡加上

雙方競相建造無畏級戰艦(dreadnoughts)，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

戰的遠因。

雖然海權並未決定該次戰爭的結果，但馬漢提及的新興強

權挑戰既有強權的模式又再度重演，這次是在太平洋。1905年日

本在對馬海峽擊沉俄國艦隊，儼然成為區域的海權強國。1920

年代，英國兵疲馬乏，美國又自陷孤立主義之中，日本乃伺機控

制了東亞水域，獲取維持工業化所需的財富、市場與資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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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擴充海軍、建造強大的航艦部隊，並磨練其艦長與水手的

技能。美國遲至1930年代才加強艦隊的前進部署以為因應，而

此舉危及日本賴以遂行攻城掠地及擴增發動戰爭能量的海上生

命線，日本認為攻擊珍珠港係出於無奈。最後，美國強大的工業

實力與優異的航空母艦勝出，殲滅日本海上武力，而且諷刺的

是，日本自此必須依賴勝利者美國。

這三個案例中，最鼓舞人心的顯然是英、美海權的互動，因

其結果並非以戰爭收場，而是形成海上共存與合作，最後還締結

了聯盟。然而，美國可不會像以往英國在西半球順從美國般地在

東亞順從中國大陸，另一種極端情況，即日本與美國海權對抗的

慘烈後果，但並不表示中國大陸與美國海權之爭，必然也會落得

同樣的結果；畢竟，中國大陸並未遂行侵略，而美國也沒有威脅

要切斷其海上交通線，這與往昔美日對抗的情況不同。

結局也很慘烈的英、德之爭，似乎比較類似中、美之爭。這

引發了一個問題，即當時英、德兩國能否以和平甚至以合作的方

式解決彼此對抗的態勢，事實上，這兩國的政治人物都缺乏遠

見和政治影響力，未能抗拒其本國海軍戰略家的推波助瀾、建

立共同的海上安全利益，以及避免展開代價昂貴的軍備競賽甚

或投入戰爭。更根本的癥結在於，英國對所有敵人一概祭出阻絕

海上通路的威脅戰略，以及德國執意無視英國的威脅，兩者都

毫無妥協的餘地。以當前的中國大陸與美國而言，英、德競相建

造無畏級戰艦，實在是堪為警惕的過往。

今天，雖然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全球利益漸趨一致，但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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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半島到臺灣以至於東南亞的東亞地區，雙方在諸多問題仍然

是扞格不入。鑑於美國海權對區域安全以及美國影響力的重要

地位，以往導致英、德及美、日之爭以暴力衝突告終的海權對抗

條件，似乎已然形成。中國大陸對資源豐富的南海與東海廣袤

水域的主張，導致美國盟邦及其他國家紛紛尋求美國支持以為

後盾。儘管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海上安全有著共同利益—中國大

陸95%的貿易和美國90%的貿易屬於海上貿易—但兩個新興與

既有海權在東亞水域的衝突，卻正在醞釀中。

雖然中國大陸並未追求馬漢所稱的那種全球海權，但正將

其海軍實力從近岸防禦延伸到爭議水域，以保護其貿易航道。中

國大陸也和美國及其他國家海軍合作打擊在非洲東岸外海出沒

的海盜，但這類遠離西太平洋的小型任務，絕不表示中國大陸

同意美國的海上打擊部隊出現在其附近水域。最令人憂心的是，

中國大陸正在運用資訊技術—包括感測技術、網路鏈結、導

引載臺及武器—以提升並擴大其運用飛彈、潛艦和網路武器

攻擊水面艦的能力(相形之下，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對美國艦隊

的威脅可說微乎其微，而且也還相當脆弱。)儘管中國大陸目前

正聚焦發展這種反海軍(anti-naval)能力—實質上是海上拒止

能力，但這些能力對海權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傳統的海上水面部

隊。畢竟，海權並非「在海上的力量」(power upon the sea)，而是

「加諸海上的力量」(power of the sea)，在馬漢的主力艦與火砲

領域中，並未提及這種的區別。

保衛水面艦隊不受長程飛彈與靜音潛艦的攻擊，是既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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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耗錢的任務，而在中國大陸加速發展反海軍戰力的情況下，

此種任務的效用勢將遞減。憑著手邊的技術，強大且意志堅定

的敵國將得以大力提振攻擊能力，這是連彈道飛彈防禦和反潛

作戰能力都瞠乎其後的。由於美國航空母艦擁有強大的打擊戰

力，而且以軍事介入東亞事務的重要性舉足輕重，故將成為中國

大陸戰略與武器的主要攻擊目標。19世紀馬漢主張「海權的關鍵

在於集中的海軍兵力」的至理名言，以及20世紀對此一名言之應

用—航空母艦，現正被21世紀的目標標定與網路鏈結技術所否

定。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主力艦因為易遭航空母艦攻擊而被

邊緣化，未來航空母艦將因易受飛彈與潛艦的危害，而喪失在

西太平洋的重要地位。

美海軍正與空軍合作以因應這種不利趨勢，並依據「空海

整體戰」(Air-Sea Battle)構想，著手準備對付中國大陸的反海軍

與其他反介入能力。雖然這個構想是不錯的選擇方案，但若付諸

實行將會升高情勢，因大部分的目標都位在中國大陸地區。這個

構想也可能破壞穩定局勢，因在衝突伊始就遂行這個構想，將能

發揮最大的效用，故而會增強中國大陸率先且儘早打擊、甚或

發動先制打擊的誘因。此外，因為空海整體戰將依賴電腦網路

進行指揮、管制及目標標定，故容易受到中國大陸的網路攻擊。

美國實不應依賴此一軍事戰略，因其具有高度潛在的風險，而且

無法解決自身脆弱的問題。

如果有技術上的解決之道，比方說，那麼就在於勝過中國

大陸的目標標定能力。藉由充分利用網路鏈結技術，美國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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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應當轉而建立更分散、數量更多、更多樣化、更難以捉摸、

更小型、更長程及更難被發現的海軍打擊部隊，同時善加利用

兩項最具潛力的攻擊技術：無人飛機與網路戰爭。依循這些理

念，存活力更強的美國打擊態勢，既不會升高情勢，也不會破壞

穩定局勢。更確切地說，讓中國大陸面臨更為複雜的目標標定

挑戰，就會打消發動先制攻擊的念頭，美國也就沒有必要發動先

制攻擊，如此一來就有時間化解危機。在世界其他區域，航空母

艦對美國仍極具價值，而且當然仍將是美國全球艦隊的要角；但

在西太平洋，其本身的弱點已漸漸成為作戰上的負擔。隨著此一

事實日趨明顯，航空母艦對東亞政治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將逐

漸式微；反之，存活力更強的美國海上武力，就算比較不顯眼，

但卻能維持美國在本區域的影響力和利益。

最後，未來可能連更分散、行蹤更不易被發現的美軍部隊

都會淪為攻擊的目標，尤其是網路戰爭問世之後。屆時，美國在

西太平洋的海權、影響力與作戰能力可能因為中國大陸反海軍

與海軍部隊的能力增強而黯然失色。無論如何，美國不可能迅

速轉變為存活力更強的海權，因為此舉需要漫長的前置時間，

加上目前美國預算窘迫，而且制度與產業上存在著不喜求新求

變的慣性。

鑑於科技發展的趨勢、不利的時間因素，以及不能撤離這

個至為重要水域的事實，美國實應另謀能夠避免雙方海權正面

交鋒的解決方案，並邀集區域夥伴參與這個方案，最理想的做

法是也邀請中國大陸共襄盛舉。由於海上貿易的迅速擴張及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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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全球化而來的海洋資源開發，2005年穆倫(Mike Mullen)上將

擔任海軍軍令部長時首倡的集體海上安全構想，已經在東南亞

以外的許多地區獲得熱烈迴響。如果目標標定與網路鏈結掀起

的革命浪潮，使得馬漢強調集中海軍力量的主張喪失價值，那麼

美國在東亞推動海上安全合作構想的主導地位，可能使馬漢主

張海權必然樹敵的前提站不住腳。即便身為稱霸海洋的強權，

在當今的局勢，美國也無法如願地掌控每個海洋、濱海水域及

制扼點的制海權。既然美國刻正利用海上實力在其他地區動員

及領導相關國家推動海上安全合作，那麼也應設法援用在利害

關係最重大的西太平洋。

更明確地說，美國應著手推動東亞海上夥伴關係，邀請所

有在確保航行安全上有著共同利益的國家參與。這種合作可植

基於以下規範：應以非暴力手段解決爭端，而且承平時期從事和

平貿易的民間船運不應受到威脅，並透過提升海上資訊分享、危

機磋商、聯合演習與行動(例如用以對付非國家威脅)及防止意外

事件的措施支持此等規範。務實地說，建立或參與夥伴關係不

應成為解決區域內複雜海上法律爭端的先決條件，但誓言竭力

避免動用武力，則應被列為先決條件。吾人不能期望美國或中國

大陸會自我削弱海權力量，或一旦爆發戰爭時，願意放棄其所擁

有的任何選項。雖然上述作為無法澈底杜絕海軍/反海軍競爭或

衝突，但卻可減少相互猜忌與誤會，它們不比理性的深謀遠慮，

反而可能會引發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戰端。

東亞海上合作的目標不是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反倒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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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中國大陸加入。區域內戰力逐漸強大的海軍參與這種合作機

制，將可鼓勵中國大陸也加入並支持確保安全的多邊作為，否

則中國大陸將得要對抗一個強大的海軍集團，並且自絕於該集

團之外。除了中國大陸之外，東亞許多國家刻正整建全世界最先

進的海軍與反海軍部隊；雖然美國及中國大陸周邊的海洋鄰國

不應尋求聯手對抗中國大陸，但中國大陸也應注意，勿因拒絕

某種合作機制而授人以柄。跡象顯示，部分中國大陸人士開始

擔心在區域內遭受孤立—因為其實力不斷壯大且作風日趨獨

斷—可能促使政治領導人否定軍方的主張，而其軍方反對參與

合作機制幾乎是確定的。

因此，美國至少可敞開大門接受某種海上合作機制，這是

以往英、德兩國展開如火如荼的海上對抗以致情勢難以收拾

前，兩國政治人物都不曾想過的。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文人尚

無力掌控軍方，加上對美國動機心存疑慮，因此參與合作機制

的可能性不高，至少目前是如此。多年來，中國大陸對與美國的

軍事交流態度曖昧，意味著美國必需耐心堅持下去。東亞海上

安全合作構想或許只能姑且一試，也許會受到「稀釋」(watered 

down)(原諒筆者使用這個雙關語)，但能促進彼此的瞭解與信

心，同時又能降低海上危險的機制，實具有莫大的優點。此外，

如前所述，一旦爆發戰爭，美國不會對本身的戰力或行動自由自

我設限。這個高收穫、低風險的構想值得一試。另一方面，不論

海上合作構想能否實現，在作戰與政治方面上，美國都可善用科

技強化其在西太平洋海權態勢上的存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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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美國除應跳脫依賴集中的水面部隊，還應尋求合作

機制以取代過去因應新興海權的傳統作為。中國大陸與美國有

絕佳的理由可避免在東亞發生衝突及面臨戰爭的風險。由於海

上拒止能力的增強，可能使雙方都難以掌控制海，若追求海上

戰略優勢，雙方可能都面臨降低海上安全的後果。即使美國轉

變為一旦與中國大陸爆發衝突仍可克敵制勝的軍事態勢，但仍

有妥善的科技與政治選項，若雙管齊下，將有助於穩定危機情

勢、減輕海權對抗強度並降低衝突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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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語

A2 反介入

A2AD 反介入，區域拒止

AD 區域拒止

ASAT 反衛星

ASW 反潛作戰

BMD 彈道飛彈防禦

C4ISR 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

GDP 國內生產毛額

PACOM 美太平洋司令部

WMD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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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制海並非「純海軍」任務，而是國家政策、安全

與責任的一環。                                  

—馬漢1

海權與西太平洋：重要性、範疇及定義

自
從1854年美海軍佩里(Matthew Perry)准將率領一支軍艦

中隊不請自來抵達江戶灣(Edo，現在的東京)以來，美國

在太平洋的實力即取決於海權。2海權使得美國能於1800年代末

期在此等水域及四周的陸地強勢主張自己的權利。20世紀，美

國艦隊平時在西太平洋巡弋，一旦奉命出任務，即可掌控這片廣

袤的水域，證明有著大西洋傳統的美國，在太平洋也有其使命。

今天，美國非常依賴東亞的產品和市場，美國在此區域的經濟利

益比以往都重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貿易占其總貿易量的比率，

從1900年的5%上升到1950年的15%，今天則已高達30%，甚至

超過美國與北美其他地區的貿易。3

此外，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強權，既給美國帶來區域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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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也提供了雙方進行全球合作的機會。美國致力於打擊中

東和南亞的極端主義威脅長達十年後，終得以脫身並將注意力

焦點轉移至東亞，此時能賦予美國外交力量，以及必要時能遂

行戰爭者，同樣非海權莫屬(雖然以何種形式為之尚待確定)。在

這關鍵時刻，實有必要評估中國大陸增長中的力量(視其如何運

用)對美國全新的利益(視其如何定義)具有何種意涵。雖然海洋

只是中國大陸實力影響美國利益的諸多領域之一，但其重要性

不亞於其他任何領域，是以海洋成了本書的主題。

美國曾建立了壓倒性優勢的海權，亦即制海權—依20世紀

兩位最著名海權擁護者的定義，為「無視於敵人的存在，毅然運

用海洋的能力。」4在積極進取的民族國家與經濟蓬勃發展的廣

大領域中，海上貿易至關重要，但制海政策卻可能招致挑戰：畢

竟一國的制海作為，可能被其他國家視為對其海上通行構成威

脅，也就是成了海上拒止作為。

這幾個歷久彌新的用語即便有時為人誤解，但迄今仍普遍

使用中，因此值得先加以釐清。實質上，制海屬防衛性，海上拒

止屬攻擊性；前者指確保在所有選定的重要水域持續擁有航行

自由的能力，後者是指至少暫時阻止他方進入我方認定為重要

水域的能力或行動。5由於海上通行的終極目的是進行貿易，故

嚴格說來，制海旨在保護船運，海上拒止旨在威脅船運。就我們

的目的而言，制海包括能讓海軍在所望水域安全作業；海上拒

止包括能危害及破壞這種海軍作業。

制海與海上拒止並非一體的兩面。擁有制海權，但無法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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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海上拒止—即本身享有通行權卻無法阻止他方通行—理論

上是可能的，即便實務上不可能；反之，海上拒止並不需要擁有

制海權，因為即便無法確保通行安全，也有諸多手段—如陸基

飛彈—可破壞敵方的通行自由。6鑑於科技發展趨勢及西太平

洋地理形勢，我們將發現這種區別很重要，而科技正以不同方

式影響制海與海上拒止。

然而，制海與海上拒止之間卻有一項明顯的關聯，即一國

用以固守本身通行安全的海軍能力，也可用來阻止他國的通行

自由；用以固守某一海域僅供己用的潛艦與航空母艦，也可用以

威脅他國不得使用該海域。就中國大陸的觀點而言，當前美國在

西太平洋的制海與海上拒止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第二次世界

大戰前日本也持同樣的看法，日本帝國認為美國的海權對其取

得重要原料的航道構成威脅，故自認為被迫訴諸戰爭。由於日本

正確地判斷美國的戰略旨在遂行制海與海上拒止，故攻擊珍珠

港內能遂行這兩種作為的主要工具。在因此引發的戰爭中，美國

挾其強大的工業能量與海軍戰力，在公海上演規模空前慘烈的

戰鬥，摧毀了日本的航空母艦。7諷刺的是，日本海權被消滅後，

反而極度依賴起其曾經企圖卻又無力消滅的美國海權。

中國大陸、美國及海權動態

中國大陸如何解讀及對抗美國海權，美國是否能夠及應當

如何設法在西太平洋同時擁有制海與海上拒止能力，乃本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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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回答的問題。此外，科技變革使得這些問題益形複雜：19世紀

末，對抗主力艦的最佳武器，是另一艘主力艦；20世紀中葉，最

有把握擊沉航空母艦的方式，是從另一艘航空母艦起飛的戰機

對其展開攻擊。隨著感應器、通信系統與武器的有效距離與精

確度大幅且持續提升中，上述的簡單等式已然瓦解。一個海權

國家用以確保本身通行安全的能力，未必是阻止其他海權國家

通行自由的唯一甚或最佳能力。目前已不需要由航空母艦來擊

沉航空母艦了。

美國在此一攸關美國與全球經濟的地區(及其他地區)推動

商務、確保利益、履行責任及維持穩定所需要的力量中，美海

軍一如往昔地不可或缺。雖然中國大陸與美國並非勢必彼此為

敵，尤其是雙方互為經濟夥伴的情況下，但中國大陸實力擴張已

促使許多亞洲國家指望美國的決心與力量能提供其安全保證。

目前浮上檯面的問題是，中國大陸是否有能力與決心挑戰美國

海權：之所以有能力，是因為其驚人的經濟與科技發展使然；之

所以有決心，是因為其認為美海軍對其版圖、區域利益及全球通

路構成威脅。

如隨後將討論的，中國大陸有關這個議題的論述，並未有

明顯的證據顯示，中國大陸意圖從美國及其艦隊手中奪取西太

平洋的控制權。8防衛中國大陸及一旦臺海爆發戰事時阻止美國

介入，一直是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宣稱的最明確目標。然而就為了

這些有限度的目標，中國大陸竟將其海軍與反海軍部隊的活動

範圍一再向太平洋推進，至少已遠及所謂的「第一島鏈」(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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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Chain)。9此外，中國大陸明白表示有意願運用海軍武力支

持其在領土劃分與海上權利爭議中的主權宣示。10這代表的意涵

是，中國大陸不會容忍美國在西太平洋距其最近也最重要的水

域，也就是南海、東海與黃海內遂行海上拒止；更深一層的意涵

則是，儘管步調徐緩，但其可能正逐漸轉而在西太平洋採取海

上拒止態勢，而此舉同樣不會為美國所接受。對美國而言，確保

其船運與海軍部隊安全進出東亞水域，其重要性並未曾削減。

即使在中國大陸最大膽的構想中，也只是以區域的觀點看

待海上企圖與競爭問題。11中國大陸的戰略家與領導人並未明確

表示有決心發展，甚或牢牢掌控傳統意義上的海權。不同於英

國、美國、德意志帝國與日本帝國，中國大陸並未將海洋戰略提

升至大戰略層次—亦即海洋對國家福祉與世界地位至為重要，

以至於必須建立及運用一支擁有強大打擊力而且能橫渡大洋作

戰的遠洋艦隊。但隨著中國大陸獲取世界大宗物資與市場，以

至於海洋的戰略重要地位因而提升，可能有意朝此方向發展。

除了貿易考量外，海洋中與海地底下蘊藏極具價值且豐富的資

源，提供了另一項建立及運用海權的誘因—究竟是以競爭或合

作方式取得海權則無法確定—尤其是對像中國大陸及其東亞

鄰國這類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基於此等原因，如果美國想繼續

保有在西太平洋的宰制地位，中國大陸非但不會打退堂鼓，反而

可能更下定決心要打破這種宰制狀態。

不論中國大陸將以飛快或鴨子划水般的步伐朝海權與戰略

之路前進，其是否及何時能組建必要的作戰能力，至今仍猶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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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近代的中國是個陸權國家，不像美國、英國、以往的日本、西

班牙及法國，屬於「航海民族」(seafaring nation)。12中國大陸即

便投入龐大的資源與技術，還得要滿足準則、專門知識、航海技

術及安全等必要條件才行。不光是建設海權即可，還必須加以

制度化。不論在開闊的大洋或本土水域，海軍「硬體」並不比驅

使其運作的「軟體」來得重要。歷史上另一個新興的陸權國家德

意志帝國，是歷經了漫長時間，大約從1880年到1914年，才擁有

足以挑戰英國海權的本事與自信(即便如此，仍未能在海戰中獲

勝)。13雖然蘇聯為建設海軍而投入龐大的投資，卻不曾在太平

洋或大西洋上對美國制海權構成嚴重的挑戰。由此可知，強大的

陸權國家想操作海上部隊對抗熟練的海權國家是多麼的困難。

中國大陸面臨許多方面的難題，例如造船能力、新技術整合、海

上補給能力、基地設置選項，以及幹練的海軍人員(從艙面兵至

各級將領)等等。要克服這些難題需要一個世代或更久的時間，

尤其是如果中國大陸想擁有一支遠洋海軍的話。

然而，獲取海權並成為海權國家，不見得就能擁有及運用

「在海上的力量」。如同稍後將討論的，根據理論，海權是對發

生於海上的事務施加力量的能力，或稱「加諸海上的力量」。

19世紀提出此等理論時，既有的技術與能力使得「在海上的力

量」—最明顯的就是主力艦大艦隊—成為擁有「加諸海上的

力量」的必要條件(即便不是充分條件)。今天，來自其他領域—

水下、海洋上空、陸地、太空及「網際空間」(cyber-space)—的力

量，即使無法用來保有制海權，也可遂行海上拒止。因此，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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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艦隊，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目前或最終也能擁有海權。

事實上，目前中國大陸致力於整建海基及其他形式反海軍能力

的決心，使得本書主題更顯急迫，不能再靜觀中國大陸是否能

建立遠洋海軍。根據妥適的定義，不論中國大陸是否企圖全盤

模仿美國的海軍部隊，其已經著手建立海權並挑戰美國海權。

同樣地，美國可能需要不同形式的海權因應中國大陸所構

成的挑戰，而且有別於其向來及當前所依賴的海軍部隊。雖然中

國大陸與美國在西太平洋擁有的海權，其類型可能有別於傳統海

權，但其目的基本上都是傳統上激發海權的要素：確保或阻止船

運與海軍的自由通行。值此中國大陸思考如何方能最有效取得海

權之際，重要的是，當前的海軍兵力不應是美國思維的支柱。

即使中國大陸成為普通或新形態的海權國家，歷史顯示其

與美國的海上對抗與衝突並非不可避免。第ㄧ次世界大戰前的

英、德之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日之爭，都顯示海上競爭

最終可能以戰爭收場，但1800年代末期英、美之爭的案例卻顯

示，既有與新興的海上強權也可能演變成和平共存、互助合作，

甚至在面對共同敵人時，更締結聯盟。如果歷史可作為借鏡的

話，那麼海上強權是以衝突或合作收場，取決於錯綜複雜的利

益糾葛、相對的海軍實力、以及狂妄競逐等因素組合。

科技變革

目前美國海軍擁有強大的攻擊能力；相形之下，由於當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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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以及所面臨的限制，中國大陸只能聚焦於防衛能力，也就

是反海軍能力。然而，科技正澈底改變攻擊與防禦的關係，也因

而改變制海與海上拒止的關係，尤其是目標標定技術的進步，

致使位於新式感應器與武器偵測攻擊範圍內的水面艦，面臨越

來越嚴峻的威脅。因此，向來代表海軍戰力的水面艦，可能不敵

從太空追蹤目標，並從太空導引飛彈發動攻擊的反水面戰力。為

因應此種狀況，海權國家的關鍵戰力可能很快從水面艦隊轉變

成水下與海洋上空的戰力，以及無人飛機。更讓此等新發展益

形複雜的是，專門攻擊電腦化指管系統的網路戰力，可能將對

海權造成危害，甚至重新界定其意義。集中的主力艦隊正改由

分散部署的軍艦與感測器所取代，此乃因自身弱點而採取的即

刻作為，且由於資訊技術提供了網路鏈結能力，方得以遂行此種

部署模式。

美海軍正努力克服這些科技變革所帶來的效應，而對中國

大陸的海軍而言，此種挑戰可能更嚴峻，因為中國大陸在這方

面的經驗不足，而美國在目標標定方面又擁有明顯的優勢能力。

即便中國大陸決意並有能力成為海權國家，也可能發現其不惜

斥下鉅資與時間始獲得的傳統水面艦隊，根本不具存活力—或

許根本就是多餘的。從中國大陸的著述及其投資可發現，其意

識到提升目標標定與網路鏈結能力所代表的意義：刻正利用這

兩種技術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水面艦隊。看來中國大陸在決

定如何追求西太平洋海權，以及美國決定如何保有此水域海權

時，都必須考量如何因應長程精準導引武器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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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西太平洋的海上拒止，更是美國面臨更嚴峻挑戰

的重要課題，因為美國完全依賴將武力投射至這個遙遠區域的

各個角落。中國大陸正運用包括飛彈、空、海、反衛星與網路戰

武器系統在內的各種技術，達成其戰略術語所稱的「反介入」

(anti-access, A2)與「區域拒止」(area-denial, AD)能力。(之後出

現的A2+AD=A2AD，現在成了流行的軍事縮語。)設於該區域的

美空軍基地與設施，以及進駐或分派至該區域的地面部隊，也

越來越容易遭受攻擊。然而，因為在美國對西太平洋的戰略、影

響力及可能的軍事行動中，海權均扮演中心要角，故本研究將特

別探討其所面臨的此種弱點。

因此，科技正使我們對海權、海上拒止與制海的認知產生

改變，甚至是革命性的劇變，並使「加諸海上的力量」與「在海上

的力量」之間的區別變得很重要。再者，科技現正改變海上防禦

與攻擊的平衡態勢，並傾向對前者有利，導致制海難度提高，而

海上拒止則變得更容易。科技也意味著，21世紀敵對的海權國

家和19與20世紀的情況不同，在類型或規模上，都不再需要，而

且很可能不再企圖模仿對方的海軍部隊。德意志帝國對付英國

海權的方法，是建立一支與英國海軍類似，故能挑戰英國海軍的

「公海艦隊」(High Seas Fleet)：畢竟，在潛艦與飛機加入戰場之

前，只有主力艦才能擊沉主力艦。同樣地，日本帝國與美國競相

建造更多且更大型的航空母艦，作為壓制對方航空母艦的最佳

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可靠手段。現今的科技—特別是感測器、飛

彈與全球通信科技—降低了部隊短兵相接的重要性，因而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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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等量對抗的重要關聯。

由此可知，新興海權與既有海權之間的競爭，如中國大陸

與美國的例子，可能是場不對稱的競爭，但其激烈程度也許不

亞於以往的海上軍備競賽。美國海權鼓吹者若因中國大陸尚未

建立大規模的航空母艦艦隊而甚感寬慰，則實屬不智；若因美

國能在西太平洋部署大規模的航空母艦艦隊而甚感寬慰，也同

樣不智。

海洋公域

如同科技正在改變海權本性，全球化也正在改變有關海權

的假設。自重商主義與帝國主義競相擴張的時代以來(事實上是

自古以來)，擁有強大艦隊的國家之間，或既有與新興強權之間

的關係，大多處於競爭狀態。誠如稍後將討論的，經濟整合與

海上貿易急劇成長，使得海洋成為這個相互依存世界的「公域」

(commons)。所有依賴這個公域的國家，對於能源、燃料、原料、

零件與貨品能不受阻礙與威脅而自由流通的狀態，有著共同利

益。直接海外投資成長、多國生產模式、縱橫交錯的供應鏈，以

及自給自足政策轉趨式微，使得阻礙他國從事海上貿易只徒生

反效果，但在歷史上這一直都是獲取海權的強烈動機。海上安

全的共同利益是否將取代相互競爭與猜疑的衝動，可能是美國

與中國大陸海權關係的關鍵問題。

若要說何者從全球經濟整合獲得的利益大於美國，那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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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莫屬了。世界貿易使中國大陸得以擴大產能到遠超過

其內部需求的程度，進而建立龐大的工業與技術能量，並躋身

主要的海權國家(不論是何種形式的海權國家)。然而，全球化也

使諸如海盜與恐怖分子之類的非國家行為者變得更加猖獗，這

些惡徒可能阻礙海上貿易，或利用海路販運毒品、人口、士兵、武

器及其他非法貨物；同樣地，流氓國家不論是否擁有傳統海軍，

都可能利用新科技與大膽的戰術破壞或濫用海上公域。誠如稍

後將討論的，這個問題使得連擁有海上優勢的美國也越來越重

視集體海上安全。14

中國大陸也可從此類合作中獲得極大好處，即便合作是

指與美國海軍部隊合力保護其與美國共同擁有的海上利益。因

此，即使中國大陸與美國可能會成為相互競爭的海權國家，但也

有可能相互合作。若非強權政治以及出於猜忌，中國大陸或許會

選擇依賴美國海權巡邏其所仰賴的海上航道，以及維持這些航

道的暢通。要牢記的是，直到19世紀末，美國領導人均認為，靠

海權實現全球野心之前，美國是依賴英國海軍維持海上安全，

甚至在西半球亦復如此。雖然沒有明確跡象顯示中國大陸偏好

「搭美國海軍主宰全世界的順風車」，但事實上，中國大陸是海

上安全的受益者，受惠於美國海軍提供從波斯灣一路延伸至東

亞的石油供應航路。尤有甚者，如果中國大陸因為不信任美國而

拒絕海上合作，則可能因此鼓勵美國與包括日本和印度這兩個

海上強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更密切合作。雖然中國大陸可能會認

為，反正這些國家原本就與美國站在同一邊，但部分中國大陸



38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人士則擔心中國大陸會遭到孤立。

如果中國大陸與美國合作，不啻意味著將依賴美國海上武

力，一旦合作破局，且美國以海上武力遏制及阻絕中國大陸的

海上通路，那麼中國大陸將面臨處於劣勢的風險。在美國的能

力足以實行「霍布斯的原始力量邏輯」(Hobbesian logic of raw 

power)時，中國大陸還能指望美國會接受「康德的共同安全邏

輯」(Kantian logic of common security)嗎？

地緣政治

各國在海上安全的共同利益可能越來越重要，但尚未能取

代海權政治。中國大陸與美國對彼此的真正算計與意圖都深感

懷疑：中國大陸願意坐視美國在西太平洋維持主導海權的地位

嗎？可能不願意。美國可能會在危機期間利用其海上主導能力

威脅中國大陸利益嗎？也許會。中國大陸是否會利用美國海權

式微之際，增強其在東亞的影響力？有可能。美國會將中國大陸

日益增長的海軍能力視為對共同海上安全的貢獻嗎？幾乎可確

定不會。在共同利益面臨威脅時，有任何一方會認為對方的海上

武力與本身的海上武力可相互替換嗎？絕對不可能。簡言之，世

界上兩大強權目前及未來都將視對方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是

潛在的敵對勢力。

西太平洋地緣政治最重要的特性之ㄧ，是這兩大強權都不

孤單。海權理論的重要原則，是應與可強化海上戰力或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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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與港口使用權的友好國家締結聯盟。15美國與亞洲某些中型

海上強國有著密切的政治與安全關係，例如日本、澳大利亞與現

在的印度等。中國大陸越是強勢主張其海上權利與野心，這些

國家及其他東亞國家就越可能尋求美國及美海軍的支持。這已

成為抵銷中國大陸實力壯大的因素(至少政治上是如此)，近年來

中國大陸獨斷的主張刺激美國重新強化聯盟關係，從而得以增

強及補強美國從東北亞延伸至印度洋的海權。

此外，中國大陸和美國本身都無法免於受到轉變中的地緣

政治壓力所帶來的影響，因而可能左右渠等各自強化西太平洋

海權的努力。如同911事件後的十年裡，美國將戰略重心從冷戰

時期的歐洲轉移至中東，最近則轉移到太平洋，而未來仍可能再

轉移至其他地區。例如，一旦波斯灣遭受伊朗威脅，美國的軍事

選項不外乎動用海軍、陸基與空中打擊力量。除了再度集結大規

模兵力外，美國可能將部隊、資源與注意力再度從西太平洋轉移

至中東，使中國大陸因遭受攻擊的威脅降低，而變得更大膽。

從古老的陸權搖身一變成為海權，這一直是中國大陸和俄

羅斯與印度對抗及衝突，乃至於至少能在臺灣周邊及更廣闊的

西太平洋地區挑戰美國優勢的大規模戰略轉移部分原因之一。

然而，這種情勢仍可能再度生變。中國大陸與印度雙方雖然暫時

擱置邊界爭執，但彼此的嫌隙卻日益加深。16雖然巴基斯坦及其

附屬的好戰分子對印度構成更迫切的威脅，而且中國大陸集中

心力與美國周旋，但中國大陸與印度之間仍可能因競爭霸權或

重大事件，使彼此的積怨更形惡化，致使緊張關係急劇升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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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可能但也無法完全排除的是，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為了資源

豐富的俄屬遠東地區爆發衝突，因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外來移民

以及對當地的投資削弱莫斯科對該地區的控制。然而，即使中

國大陸與其陸上鄰國衝突再起，也不會因而對美國在西太平洋

的海權無動於衷，尤其是如果美國與印度締結了反中國大陸的

圍堵聯盟。回想一下，德意志帝國是在有陸上敵國虎視眈眈的情

況下，仍毅然發動海戰，意圖一舉瓦解英國的海上優勢。

如果說既有的海權理論有缺點的話，那就是未能體認到一

國追求海權可能刺激另一國起而仿效，因而使得兩國都陷入代

價昂貴的海上安全崩壞之惡性循環中。當年的英國政策是維持

其海軍兵力規模相當於任何其他兩個強權海軍兵力之總和，但

並未能因而打消德國發起重大挑戰的企圖，事實正好相反；同

樣地，日本帝國意圖在太平洋建立無出其右的海權，導致1930年

代末期美海軍大肆擴張以為因應。這兩個案例都顯示，獲取海

權的強烈欲望會促成競爭並激化敵對狀態，最後導致戰爭。

中國大陸與美國海權對抗的主要動力是競爭嗎?抑或雙方

因體悟締結區域性的海上夥伴關係，反而能以較低的風險與代

價，以及更友善的關係，獲取更大的安全保障，而緩和甚至取代

競爭呢？畢竟，中國大陸與美國艦艇曾在亞丁灣展開合作(儘管

雙方均小心翼翼)，共同保護船運免遭索馬利亞海盜的危害。然

而，中國大陸對美國提議在東亞地區進行類似合作，卻冷漠以

對並含糊其詞，但美國應該不至於因為該緣故而放棄合作的構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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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全球經濟整合、科技變革、中國大陸實力茁壯以及

美國與中國大陸地緣戰略重心轉移等所造成的改變，也許會、

也許不會導致近代史上所見的那種海權衝突。究竟未來如何發

展，取決於美國與中國大陸政治領導人的抉擇。

地理

海權的未來就像海權的沿革史及相關研究般，在相當大的

程度上係取決於地理因素。海上貿易的重要性、保護及破壞海上

貿易的可能性、開發海洋資源的能力、海上部隊的集中與運動，

當然還包括便捷的海洋通道，全都取決於地理因素。相對性的

海權，例如既有與新興海權的對抗，既受地理因素驅動，也受地

理因素限制。過去日本尋求控制西太平洋時，比英、美兩國享有

更大優勢；而以往(和現在)美國在尋求控制西半球水域時，則比

其他所有國家享有更大優勢。身為真正的世界海權國家，英國和

美國都藉由建立及運用遠洋海軍來克服距離問題。

地理因素也決定海上通行的難易和安全與否。德國必須

經過北大西洋，也就是必須通過英國控制下的北海，才能通達

殖民地、獲取資源及進入市場。地理因素迫使蘇聯必須通過大

多被美國及其盟邦(挪威、丹麥、英國、土耳其及日本)所控制的

狹窄水域，才能進入開闊大洋。「蘇聯和德國一樣，其艦隊都在

重大衝突期間遭到封鎖，而少數已在大洋上的軍艦只能聽天由

命。」17在其他所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擁有多條可進入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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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寬廣通道的國家將擁有優勢；因此，像英國與日本那樣的海

島型強權，以及像美國這樣濱臨兩大洋的強權，都擁有很強的

優勢。18

地理因素對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的海權有著明顯的

影響。乍看之下，美國似乎因為其海軍必須長途跋涉遠至西太平

洋作戰而處於不利地位，但美海軍擁有性能極優異的核子推進

系統，使得其航空母艦與潛艦幾乎能抵達並停留在世界任何海

域，惟核子推進系統也有其缺點—這種高科技核能裝置造價

極為昂貴。此外，美國因為在該地區的可靠盟邦擁有深水港、現

代設施及精良海軍，而減輕了其在地理上的明顯劣勢。美國在

西太平洋的盟邦，如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及新加坡等國，大

體上能抵銷美國在距離上的難題，因此對美國在該地區的海權

與利益仍然至為重要。此外，當然，北大西洋與太平洋對美國本

土構成的天然安全屏障，除非科技使敵人能更輕易威脅美國本

土安全(戰略核子武器已經有此能力，而網路戰則正在形成這種

能力)，否則在此之前，此種地理位置仍將是美國的一大優勢。

一般來說，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所擁有的優缺點恰與美國

相反。中國大陸本身位於西太平洋，其海軍部隊與船運進出中國

大陸水域時距離陸地相當近，故至少可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

而只要其主要海上安全利益都在該地區水域內，則可降低對造

價昂貴又易受攻擊的遠洋艦隊之需求。此外，中國大陸可使用陸

基感測及武器追蹤西太平洋的美國軍艦，必要時加以攻擊，故

擁有不需依賴傳統遠洋海軍的海上拒止選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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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看地圖，我們會想到—當然中國大陸也會想到—地

理形勢對中國大陸並非全然有利(不像浩瀚的大西洋與太平洋

提供了美國明確的安全屏障)。中國大陸面臨了三個地理上的難

題。首先，由於比鄰相近的地理位置，中國大陸領土暴露在美國

西太平洋海基打擊力的威脅之下，除非其有能力比照美國在接

近中國大陸水域部署海上武力一樣，也在接近美國的水域部署

等量齊觀的海上武力—或發展跨洋偵測及攻擊的感測器與武

器(最快也要數十年後)，否則只得接受這種懸殊的處境。

中國大陸的第二個地理難題，也是一看地圖即可一目瞭

然，其艦隊與船運在抵達太平洋與印度洋，以便進入世界市場並

獲取資源之前，必須先通過相當封閉的水域，其間島嶼星羅棋

布且濱海國家眾多，在危機或戰爭期間，這些國家可能不會與中

國大陸站在同一陣線。中國大陸欲控制南海、東海與黃海，是個

非常嚴峻的挑戰，更遑論此舉不被美國及其他國家所接受。出了

這些水域後，中國大陸欲進入太平洋與印度洋，還須行經由美

軍巡邏的許多狹窄水道與其他制扼點，無怪乎其戰略家和19世

紀德國人的看法幾乎如出一轍，認為要進入世界及各大洋：面對

的不是怡人的廣闊水域，而是惱人的狹窄水道。

此外，區域內大部分國家都是美國的盟邦，再不然至少也

是在面臨中國大陸力量日益強大時，因出於自身安全而向美國

求助的國家，若將這點納入考量，則西太平洋錯綜複雜的地理

形勢對中國大陸更是不利。未來美國或許會任其長期聯盟衰敗，

或無法發展新的安全關係，但目前美國似乎決心避免此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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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未來中國大陸或許能使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鄰國對其言

聽計從；但目前中國大陸日益增強的軍事與海上能力—其反介

入/區域拒止能力與近岸艦隊—可能反而造成反效果。審酌歷

史發展軌跡，我們的著眼點是，美國有堅強盟邦及擴大關係的

優勢，進而得以減輕本身的地理劣勢，並惡化中國大陸的地理

劣勢。只要美國維持其在本區的兵力與影響力，包括海上武力，

那麼中國大陸為導正此種戰略劣勢，可能傾向於揚棄敵對轉而

朝向海上合作。倘若如此，美國就無須面臨海權的挑戰者，即可

保護在西太平洋的利益。

在此需進一步釐清的是：何謂「西太平洋」？狹義而言，西太

平洋就是西太平洋，不包括南海、東海、黃海，或瀕臨中國大陸

與東亞其他國家的重要水域。如果美海軍不頻繁進出鄰近中國

大陸的海域，那麼中國大陸可能會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稍

加釋懷些。但是，美海軍確實經常進出這些太平洋外圍更重要

且具爭議性的海域。雖然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海上武力，包括反

海軍(anti-naval)武力，最後可能會爭奪整個太平洋、印度洋及其

他大洋的控制權，但未來十年海上競爭—也可能是合作—最

激烈的地方，將是鄰近中國大陸的水域。因此，我們認為這些水

域也屬於廣義的西太平洋，而且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本書結構

本書探討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決策者在地理、歷史、科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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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與政治因素影響下，所面臨的戰略抉擇。中國大陸是否會覺

得被迫要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與利益，以及美國能夠及

應當如何加以因應，本書係就前述可能的決定因素進行相關討

論。第二章檢視海權的理論與歷史，包括從以往著名的海權對

抗及其案例下場中所學到的教訓。本章的出發點—也可以說是

「起運港口」(port of embarkation)—為美國海權理論家馬漢

(1840-1914)的著作，其對海權與歷史的深層思考形塑了日後海

軍的戰略、能力、關係及衝突。19理論與歷史提供了有用的背景，

供我們檢視美國與中國大陸可能如何把制海、海上拒止、全球

通達、集中海上武力、護衛與切斷海上交通線，以及攻擊與防禦

等觀念化為具體行動。

隨著精準武器的射程大幅提升—從區區數哩的火砲增加

到數千哩的飛彈—以往海軍對抗與作戰的特點現在意義已不

重大。然而，重點不是近代海權史將對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案例

提供篤定的答案，而是這段歷史也許可提供線索，瞭解其中一方

的領導人如何看待另一方，並如何對其作出回應。在本書結尾部

分，我們將可了解從海權理論與歷史中，學到哪些教訓不受科

技變革影響，而仍適用於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案例。

第三章將分析目前與未來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亞

洲及世界與海權有關的利益。美國與中國大陸對利益所抱持的

異同看法，會影響雙方對彼此能力與意圖的評估，進而各自設

定本身的需求。儘管兩國相互依存，而且對目前全球展望有相當

一致的看法，但在本區域內，美國駐留的兵力與中國大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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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牴觸，有可能因而導致激烈且具潛在危險的競爭。本章將

思考美國與中國大陸有關海權的觀點與展望。

第四章討論科技變革的效應。隨著兩國競相設法精通及

運用資訊革命的技術，海權也必須適應水面艦隊比以往更加脆

弱，以及反海軍、水下、無人、太空與網路戰能力所扮演的角色。

先進目標標定能力降低了水面部隊的存活力，而先進網路鏈結

能力使得部隊選擇分散部署，故海上拒止可能漸趨容易，而制海

轉趨困難。用以提升海軍及反海軍能力的科技，大多是以商用

科技為基礎，而且是受全球市場的驅策，並透過全球市場向外

擴散。由於中國大陸在此等市場的競爭力不斷增強，因此美國在

應用科技解決海權運作上所面臨的挑戰時，已無法保證或假設

其所具有的優勢能歷久不衰。美國有辦法降低中國大陸科技進

步所造成的效應，只是尚未採取行動，未來美國採取的行動，必

須比既有海權國家或美海軍本身通常採取的還要更大膽。

第五章係以區域合作為條件，探討提供海上安全的展望。

美國與中國大陸如何發展海上戰略與能力，以及雙方將如何互

動，日本、印度、南韓、澳大利亞及東南亞主要國家都深感興

趣。迄今一般認為中國大陸正削弱美國的海上優勢與政治決

心，而其他區域行為者則可能更包容中國大陸對該區域水域的

主權宣示，甚至最後形成對美國有害的中國大陸勢力範圍；另一

種可能是，這些國家在美國領導下成立了海上安全聯盟，而中國

大陸也獲邀加入。

第六章綜合考量理論與歷史、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利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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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發展方向、區域內其他國家的立場等因素，對未來二十年西太

平洋的海權態勢做出結論。其內容指出，美國海權模式與促進

美國利益的方式都要有所改變，未來不宜再從事無謂的競爭與

危險的對抗。

東亞地區與海權對世界進步和美國利益的重要性有增無

減。然而，這兩項因素都正進入不確定與不連貫時期。對美國而

言，至今現狀是令人安心的，但並非長久之計：美國無法遏制中

國大陸崛起，更遑論主宰科技的發展方向與運用方式。「漸行漸

穩」(steady-as-you-go)—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維持區域

穩定與美國利益的秩序—已走到了盡頭。美國面臨了需要做出

大膽決定的困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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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歷史教訓

如果世人都同意海軍是為保護貿易而存在的話，

那麼在戰時，海軍就應以剝奪敵人重要資源為

目的，這是理所當然的。

—馬漢1

海權的要素

海權是經濟、政治、科技與地理的產物：為經濟之所需、受

政治的影響、以科技為助力，以及受地理環境所形塑。國際經濟

產生了安穩航行於各大洋的需求；國際政治導致衝突與戰爭，

進而促使某些國家干涉他國的海上貿易，對海軍的需求於是應

運而生。2國內政治促使海軍軍官、企業界及政治人物倡議、策劃

及制訂有關海權的細節，在定義上包含人的技術與巧思在內的

科技，以決定攻防之間的平衡，並獲取最大作戰優勢的能力。如

果各國獲取科技的機會均等，那麼一國投注於海軍能力的資源

多寡，將決定其海權之強弱。雖然地理因素大體上是各國無法

控制的，但卻使某些國家多少容易招致攻擊，而某些國家則在

必要時多少能投射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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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理論就是在闡述前述因素如何在競爭與衝突中相結

合。海權理論產生自19世紀及更早之前的海上強權競爭，接著影

響了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其內容看似簡潔明瞭，但其形成的環

境與現今的世界大不相同。因此，其價值在於如何將19與20世紀

的理論和歷史應用於21世紀，而這取決於海權要素—經濟、政

治與科技—如何變遷，而其變遷的程度與效應則是本書所欲分

析的基本問題。

全球經濟整合大幅擴增了跨地區的國際貿易與投資，使得

海上運輸益形重要。除貿易外，海洋因其所蘊藏的原物料，以及

有關其擁有權或控制權之歸屬問題，而成為各國越來越渴望與

爭奪的目標。快速開發中的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都迫切需要能源、

礦產及食物，使得海洋開發更具經濟價值—事實上，可從中獲

利甚豐，值得冒險發生衝突。據估計，東亞水域內聚集的豐富資

源，對於諸多主權主張相互牴觸的國家深具重大的經濟意涵，並

開啟新的競逐領域。

此外，只要一國的成功須依賴他國的成功，那麼全球化或

可緩和地緣政治的角力。如果所有國家都因貿易而富庶繁榮，

而且貿易須依賴安定的國際局勢才能蓬勃發展，那麼任何國家

都更沒有理由為了一己之私而破壞此種安定。全球化也能強化

因穩定貿易帶來的共同利益，使各海權國家比較不可能發生衝

突。誠如稍後將討論的，從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以及海權在

此種關係中的角色，可看出全球化與強權對抗間有著明顯的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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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紀以來，海權的國內政治因素改變非常有限：各國

海軍內部的特殊利益團體仍像往昔一樣活耀。當前華盛頓與

北京的海軍將領、實業家和政治人物都無意低估其他國家的能

力，雖然他們缺少一百年前倫敦、柏林、東京和華盛頓的海軍擁

護者所擁有的影響力；相形之下，自19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歷多

次革命性變革，其中大多數與海權有關：航空能力、飛彈技術、

核子動力、數位網路化，以及高解析度的感測能力。因此，海權

構想形成於19世紀特有的背景中，而其中諸多重要層面現已不

復存在。

這個背景就是民族國家間在經濟、帝國主義與軍事等方面

的對抗。雖然弱國有充分理由畏懼強國，但強國之間發生衝突

的可能性—起因於平時的強弱對比地位及危機期間的作為—

才是塑造世界事務的主因。在拿破崙之後，歐洲強權透過妥善

處理其在各種聯盟中的關係以避免戰爭，而這些聯盟可為其帶

來國家優勢並維持國際均勢，或者他們至少是這麼認為。然而，

他們彼此間仍然是敵對國家，故都認為對方的軍事部隊具有潛

在危險。雖然這種強權體制維持了一百年，但因駭人的暴力衝

突而瓦解後，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機械化程度日益提高—

成為敵對與聯盟關係中的趨勢，而這也成為國際事務的背景因

素。

誠如馬漢所言，「憑藉著有組織的力量，世界至今已多所進

步，而且仍在進步中。憑藉著有組織的力量建立起廣大的防衛

機制，在其保護之下，和平正悄悄地向前挺進。」3儘管馬漢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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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行戰爭有許多觀點，但他本人其實期望及希望強權能因戰爭

的毀滅潛力逐漸增強，而較不可能掀起戰端，或至少有所節制。

馬漢在令其希望破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1914年過世。

事實上，馬漢所提出的海權加上他假設的強權政治，造就了他所

畏懼的衝突。

隨著貿易向外擴張，一般都認為壯盛的海軍具有威脅性。

英國維持一支超大艦隊的策略，其不言而喻的目的是為了阻止

其他強權也想擁有英國決意保住的海上特權。如同本章開宗明

義引述馬漢名言的要旨，艦隊本質上肩負兩種任務：保護及切斷

經濟命脈。一支強大的海軍，先天上就具有戰略意涵，因其隱含

了可能扼殺敵人的威脅。因此，像英國這樣的既有強權，需要能

維持其戰略優勢的海上力量，而像美國與德國此類的新興強權，

則尋求以海上力量排除其戰略劣勢，爭奪優勢甚至發生在貿易

向外擴張之時。(要牢記的是，貿易也有競爭面向，因為根據重

商主義者的看法，一國藉由犧牲他國，將使自己成就最富庶的榮

景。)海權的前提是強權相互猜忌，儘管彼此間有貿易往來。工業

化不但使海上貿易的經濟重要性大增，也強化了海軍破壞海上

貿易的能力。

現今的既有與新興強權—美國與中國大陸—彼此嚴重猜

忌，以致於雙方都不願讓自己的經濟生命線和重要水域(就中國

大陸而言，還包括其海岸)淪為不設防狀態，也不願迴避海軍對

抗並轉而尋求合作。事實上，目前東亞的海上競爭日趨激烈，而

該區域數十年來強勁的經濟成長全拜貿易之賜。簡言之，美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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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制海對其在東亞的經濟與安全利益至為重要，而中國大陸則

堅決認為美國的制海危及其利益甚至領土安全。如果在全世界

部分重要水域內，制海的目標與對海上拒止的憂慮形塑了全世

界最重要的關係，那麼海權理論與教訓就值得好好學習了。

要牢記的是，從過往的國際經驗學到的教訓，其價值是有

限的，本章將檢視19世紀末興起的海權理論，以及因經濟、地

緣政治糾結，造成各國競相整建海軍能力的三個案例：英美之

爭(約為1880-1895年)、英德之爭(1890-1914年)，以及美日之爭

(1930-1941年)。在每個案例中，新興海權(分別為美國、德國與日

本) 認為既有海權(分別為英國、還是英國，以及美國)擁有阻礙

其發展、壓制其經濟，甚至直接構成威脅的手段與意圖。然而每

個案例的肇因、主要角色的利益及其結果都不相同。本章從這

幾個案例及其背後的海權理論中汲取教訓，並用以研判美國與

中國大陸海權之爭的可能發展。

海權的今與昔

19世紀下半葉，西方殖民強權開始進行工業化時，海權概

念的定義更明確而且普遍受到重視。由於英、法、德及其他國

家著手發展製造業及鋪設鐵路，對燃料、鐵礦與其他原料的需

求也隨之劇增，使得許多人認為進出帝國的通道並加以控制變

得更重要。4接著，這些歐洲國家開始非常依賴海外市場銷售產

品，這種對外貿易促使其國內產量超出國內需求量，進而刺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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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廣義而言，工業化與國際貿易開啟了世界經濟發展(並持

續至今，除了世界大戰與景氣蕭條時有所停滯外）。據估計，從

11世紀到19世紀中葉，全球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

微不足道，但到了19世紀末增加了300%，20世紀期間更增長了

900%。5因此，在人類物質條件出現最大幅度進步之際，也正是

各國紛紛擴大運用馬漢所謂的水上「公路」時期。隨著工業化的

到來，海上貿易的主要貨物從香料與奢侈品，變成攸關經濟繁榮

的商品與資源。美國因為天然資源豐富、廣大的幅員有待開發、

移民與人口快速增長，以及國內需求持續成長，因此其對需要

開發資源、市場或強大海軍的時間比歐洲列強來得晚。

雖然歐洲列強之間的貿易日趨熱絡，但個個都是海軍競爭

者，因此規模就很重要：不論是遠洋艦隊的規模，或是建造、維

修及操作艦隊所需的經濟規模。荷蘭、葡萄牙與西班牙跟不上

英、法兩國的發展步調，其海外屬地也因此逐漸減少。相形之

下，甫完成統一的德國能夠追上並跟上這種發展，其海外屬地

也因而增加。工業化使得仍在競爭行列中的國家有能力建造以

蒸汽為動力的更大型、速度更快，而且不易被擊沉的鋼甲軍艦，

並配備更準確的長程艦砲。最早推動工業化的英國，因本身是

最龐大的帝國，而且對進口與市場依賴最深，因此在海軍戰力上

領先群雄，也激發了宿敵法國與美國，以及後來的敵國德國等紛

紛起而效尤，而甫從孤立中崛起、歷經快速工業化，而且對原料

與市場需要逐漸殷切的日本則緊追在後。

就在此時，身兼美海軍軍官、教授與戰略家的馬漢提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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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海權的教訓、理論、要求和影響。他聲名鵲起與影響力大增

時，正逢美國將注意力從南北戰爭後的復原與大陸擴張政策轉

移至追求全球野心之際。馬漢的政治支持者所著眼的是征服與

帝國版圖。6猶有甚者，他們想發動戰爭：開戰的對象若不是英

國(令人討厭但國力強大)，就是西班牙(令人討厭且國力衰頹)。

雖然馬漢不像他們那麼崇尚武力，但也和他們一樣毫不掩飾地

認為，美國能夠而且必須成為世界強國。馬漢在著作及教學均

指出，海權是美國成就強國、財富、帝國以及軍事勝利的關鍵

(老羅斯福總統則在權力走廊內鼓吹此一觀念)。事實上，海權是

國家強盛的先決條件和表徵，一如英國在馬漢的世界裡所展現

的。

馬漢開始寫作時(1884年)，他心目中的美國海權及世界強

權還只是模糊的概念，他的理論因研讀羅馬帝國到近代史的發

展而深富見地，但最主要是植基於19世紀的重要案例：英國海軍

及其在促使英國建立新經濟模式及統治帝國中所扮演不可或缺

的角色。根據麥斯(Robert Massie)的說法：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支配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光

榮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以及日不落帝國之所以存在，是

因為「統治了海洋」。基本上，大英帝國的統治地位無可匹敵。以

往的主角西班牙與荷蘭，其海軍根本不值一提；俄國和美國心繫

著鞏固對廣袤陸地的控制；德意志帝國則尚未存在。

雖然英國的宿敵法國擁有世界第二大的艦隊，「但英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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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優勢仍不受動搖。」7

馬漢的理論源自他的觀察心得：即19世紀最強大的國家，

就是擁有最強大海權的國家。對於英國的表現，馬漢明確指出：

由於海權能成就國家經濟繁榮及擁有戰略優勢，故國家值得致

力於滿足海權的需求。在英國的案例中，蓬勃發展的商業與金

融實力，「使英國能挹注充足經費籌建超大規模的海軍艦隊，而

這些艦隊能保護貿易活動並贏得勝利，使英國經濟更加繁榮。」

8馬漢注意到，英國在所有領域都有匹敵者(例如法國)，唯一的

例外就是海權。英國就是因為擁有海上優勢，才得以在開發工業

技術、擴大產能(超過國內需求)，以及無虞地取得全世界豐富原

料等方面領先列強。這意味著海權是成為世界強國及擁有戰略

優勢的必要條件。事實上，英國海軍使英國成為19世紀的超級強

國。英國領導人對此了然於胸，因此擬訂了以海權為基礎的國家

戰略，並加以落實。此外，他們也要求英國海軍務必獲得能確保

其超級強國地位所需的資源。

對馬漢而言，海權的中心要旨在於集中艦隊所展現的攻

擊能力。這與「作戰的首要原則是集中的信念相符合—將兵

力集中在當時很重要的中心位置。」9但他的觀念涉及的層面甚

廣，除了集中的攻擊性海上武力外，還包括地理、航海、經濟、人

口統計、文化與政治。馬漢追溯及預測海權如何對「歷史」產生

影響，並置重點於強權的崛起與沒落、屬地的獲得與喪失、和

平時期的統治能力，以及戰爭獲勝的手段等等。他的思維脈絡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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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必須進行工業化，使產能大於內需，方能達成經

濟繁榮及強化戰略地位。

● 生產所需的原料超過一國所擁有的原料。

● 因此貿易—進口原料並出口產品—對國家的經濟

繁榮至為重要。

● 海洋是貿易的重要公路。

● 對任何依賴貿易且渴望成就經濟與戰略地位的國家

而言，使用海洋乃至關重要的事。

● 一國保護海洋使用權及阻止敵人使用海洋的能力，將

決定戰爭結果、權力競逐及國際地位。

● 海權對所有國家都很重要，但對有潛力並以躋身世界

強權為目標的國家尤其重要。

● 海上戰爭的最有效手段是切斷敵人的海上交通線。

● 欲確保能達成這項任務，必須有能力摧毀敵艦隊，並

以此作為戰爭的主要目標。

● 攻擊乃最重要手段：如果擁有攻擊優勢，則防衛能力

只需用來增進攻擊能力。

● 速度固然重要，但集中的兵力更重要。

● 距離是棘手問題，除非有海外基地和盟邦方可緩和其

棘手程度。

● 由於只有主力艦隊才能擊敗主力艦隊，故制海能力與

阻止敵人獲得制海能力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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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馬漢而言，海權為「在海面上的力量」—鑑於當時的科

技狀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當時潛艇是新奇的玩意兒；航空是

科幻小說中的能力；太空中的衛星更是匪夷所思的。由於通信只

能在視線所及的範圍內進行，而且火砲射程最遠也不過數哩之

遙，因此欲集中兵力就必須集中艦隊。艦隊受制於基地，而在燃

煤取代風帆之後，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將己方艦隊駛入敵艦隊

與其本土之間的水域，乃獲勝的關鍵。10封鎖、商務突襲與兩棲

作戰的重要性都比不上「主力艦隊的對決」。11

雖然在馬漢的心目中，海權有特定的形式，但他的海權概念

更深奧且更超然。再次強調，「在海上的力量」至為重要，因其

乃獲得力量以因應海上狀況的方法。雖然馬漢未能預料潛艦的

重要性，也想不到會有航空母艦問世，但他應當會視這兩種武

器系統為海權生力軍，或者修正他對集中主力艦隊的堅持，並

接納這些武器系統。長程陸基攻船飛彈可能會強力衝擊馬漢的

思想；但最後，他可能會承認，它們乃是海權平衡的一部分，因

其可對海軍與船運進行攻擊，甚至網路戰也可適用於馬漢所定

義的海權本質與目的。回顧過往，主力艦隊編隊曾經體現海權，

但並未能就此界定海權概念；展望未來，海軍部隊幾乎不再是

獲取及運用海權的唯一手段。

馬漢的著作既有客觀的描述也有主觀的規範：他想說服國

家的當權者致力於建設海權，因為以美國廣大的領土、地處位

置、雄心壯志及航海能力，必然能成為海權國家。他不但要對抗

漠不關心海權的美國，也要破除艦隊旨在作為國家「第一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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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觀念—這種以防衛為重的觀念違背了他的三個核心信

念：即美國應當是個世界強國；世界強國所需的海軍是用以保護

貿易與繁榮的，不是只負責防衛海岸；攻擊，即摧毀敵艦隊以破

壞其貿易的能力，乃海權的中心要旨。

《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出版，馬漢在學術與政治界頓時

聲名鵲起—成了卓越的戰略名人。他的觀念受到美國舉國熱中

海外屬地、贏得國際尊重並擁有全球影響力的浪潮所支持，而這

波浪潮植基於美國政治、文化與種族優越(盎格魯撒克遜族)之

主張，並受到老羅斯福「美國主義」(Americanism)及洛吉提出的

「大政策」(Large Policy)的推波助瀾。12自此後，美海軍成了美

國偉大的同義詞(就像英國海軍代表英國的偉大)。1890年，美國

艦隊有42艘軍艦，其中8艘為鋼甲艦，但主力艦付之闕如；到了

1900年，軍艦數量增至140艘，其中100艘為鋼甲艦，並有8艘主

力艦。13在這十年中，美海軍的政治影響力和受到民眾愛戴的程

度都勝過陸軍。

老羅斯福、洛吉和赫斯特均主張戰爭，其目的不只是遂行

征服，也可提振民族精神。馬漢對此有異議，並指出嚇阻優於戰

爭，雖然嚇阻需要擁有更強大的海軍優勢：「兵力之存在為人所

悉，但未加以運用時，當具有最大效能。」14整體而言—再次觀

察19世紀的英國海軍即可知—海上武力越強大，實際加以運用

的可能性就越低。15雖然馬漢支持獲取殖民地，但他強調攻擊之

目的不在挑起戰爭，而是一旦戰爭爆發，用以消滅敵部隊。馬漢

的概念被某些他本人不以為然的狂熱愛國分子操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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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馬漢的觀念是以英國的經驗為基礎，並受到美國雄心

壯志的激勵，但卻「轟動全世界」。161884年，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寫道，「我正在研讀《海權對歷史的影響》，而且設法

加以背熟。」他要求德國艦隊每艘軍艦的公共休憩區都必須擺

放這本書。日本海軍官校也將這本書列為必讀書籍。洛吉和老

羅斯福更把它奉為聖經：「洛吉把馬漢當成使用這本聖經的傳教

士。」17時任美海軍助理部長的老羅斯福，為馬漢的觀念注入政

治力量、加以誇大宣傳及提供充裕的經費。18

馬漢海權理論的吸引力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嚴重受挫，因

為這次戰爭主要是由地面作戰決勝負(即便海權強國之間也是

如此)。最高潮的日德蘭(Jutland)海戰，英、德雙方最後在戰術上

打成平手，但英國獲得戰略上的勝利，因而得以保住海上霸主地

位，並有能力逐漸扼住德國的經濟咽喉，使其人民處於挨餓狀

態。英國封鎖德國影響了戰爭的發展與結果，但也因此刺激潛

艇的問世，這種新武器系統能避開水面艦的攻擊，並有能力擊

沉海上船運。一般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戰敗國和戰勝國都

疲憊不堪、國庫耗竭，對海外屬地不再感興趣，並且都傾向於裁

減而非擴充艦隊。

鐵路是工業革命的另一項產物，被視為是陸權大國得以強

化控制、競爭及運送部隊等，進而決定戰爭的結果，此乃為制海

所不能及。19此時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

具競爭力且更受歡迎的理論(就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論)，即陸權在

鐵路運輸的助力下，乃成為強國的關鍵。20 (諷刺的是，提出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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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是英國人，而提出海權理論的是美國人)。二十年後，美、

日兩國的太平洋戰爭，才使馬漢主張海軍在戰爭、和平與歷史上

之重要地位的理論重新獲得重視。

馬漢之後的半個世紀，波特(E. B. Potter)和尼米茲(Chester 

Nimitz)上將(曾任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以他們

在美、日衝突中學到的教訓，更新了馬漢的觀念，21並主要根據

美海軍獲勝的經驗(為馬漢所不知者)寫道：

一國運用海洋的能力取決於其人民的性格和數量、其政府

的特性、經濟的健全程度、港口的品質與數量、海岸線的延伸範

圍⋯⋯及其本土、基地與殖民地相對於海上交通的位置⋯⋯。獲

致運用海洋卓越能力的交戰國被認為是擁有制海權，其內容包

括(1)防衛本身海上交通線的能力，(2)阻礙敵人使用其持續遂行

戰爭所需的海上交通線⋯⋯基於後勤與戰略理由，基地是海上

作戰所不可或缺的⋯⋯，俾對艦隊進行補給、修護與保護，並使

艦隊持續部署在重要交通路線附近的水域。

他們也將海軍航空兵力納入海權理論中：航空母艦已取代

主力艦成為最重要的載臺；集中艦隊的需求已降低，而且風險

反而增高；砲艦外交已提升為航艦外交，俾對友邦、敵國與危機

產生影響。

波特與尼米茲是在冷戰期間寫下這段文字，因此他們也

比馬漢更注意到盟邦對美國創造及運用海權的價值，不論是有

關設置基地，或補強美海軍戰力的問題。北約成為第一個承平

時期的廣泛海軍(軍事)聯盟，而且美國既支援也依賴英、德(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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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的勁敵)及其他國家的海軍能力。另一個美國以往的敵國日

本，也成為美國的盟邦與海軍夥伴，雖然其能力和作業範圍都

受到限制。海上安全成為了追求合作的目標。為此，美國居領導

地位與美國維持優勢就同樣重要，雖然後者顯然有助於強化

前者。不同於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美國將其海權「多邊化」

(multilateralized)，此外，美國以往和現在的戰略都要求必須擁

有足夠強大的海權  以及整體的軍事實力  才能確保國家安全，

不論盟邦的實力強弱與否以及是否可靠。

在盟邦協助下，冷戰期間美國海權基本上未曾受到挑戰，

使得美國有能力確保海上安全、增援北約、打擊蘇聯本土，並

執行以潛艦為主的新戰略核子任務。雖然蘇聯曾大力投資海

軍與長程陸基反海軍能力，但從未能威脅美國的制海作為，更

遑論與之對抗。由於當時的東西方對峙集中在歐亞大陸塊的

東、西兩緣，故就地緣政治而言，冷戰可以說是強大的陸權與

海權之間的對抗。如果蘇聯統治了麥金德所謂的「心臟地帶」

(Heartland)及大部分的「世界島」(World Island)，那麼美國就

掌控了海洋、貿易、經濟，以及防衛濱海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即印證了馬漢的思想。由於美國擁有強大的海權，其本

土距東西方對峙主戰場十分遙遠的地理位置，證明是優點勝於

缺點。此外，冷戰也使美國更加依賴全球兵力投射，而此等武力

投射大多從海上展開，並由海上打擊能力加以支援。

除了前述蘇聯缺乏不凍港且幾無通往大洋的安全航道外，

儘管盡了力，但蘇聯仍無法在北大西洋或西太平洋施展像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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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這不啻表示其不了解海權的重要，也沒有決心和能力追求

此一目標。蘇聯的海上貿易微不足道，因受到西方的經濟孤立，

故主要依賴與其附庸國進行貿易，而這些國家中，除古巴外，一

概皆為陸上鄰國。蘇聯建立艦隊的主要目的，在於一旦第三次世

界大戰爆發，可作為自保之用，其任務不外將美海上打擊戰力拒

之於安全距離外，並阻止美國對北約增援。22這種狹隘的動機顯

然不足以使蘇聯同時成為超級強國和海權大國。身為非貿易的

陸權大國，加上其軍隊以陸、空軍為主，因此蘇聯缺乏那種促使

英、德、美與日本躋身海權大國的志向。由此可見必須舉國體認

海洋的重要性，方能提供整建海軍所需的資源、耐心與毅力，這

個原則殆無疑義。23蘇聯唯一擁有的海權組成部分—軍艦—

由於缺乏整體的配套措施，價值也就相當有限。

和艦艇本身同樣重要的是，軍艦作業人員的編配與駕馭軍

艦的能力。麥斯在提及19世紀的英國海軍軍官時寫道，「隨著年

齡增長及階級晉升，他們歷練過不同的艦職，體驗海洋的特性，

並學到駕馭軍艦的技能。最重要的教訓是永遠不變的：英國海

軍打勝仗靠的不是軍艦，而是人。」24這也適用於德、美與日本的

海軍官兵，以及更早之前的法國、西班牙、荷蘭與葡萄牙的海軍

官兵。英國海軍官兵不論在英吉利海峽或在中國大陸外海，都

展現優異的航海技術與自信，這是代代相傳的經驗累積而成，是

無可替代的特質。

全球作戰對「質」的要求比近岸與地區作戰來得嚴格，而且

更具效能，因其所提供的全球海權選項，是區域海權力有未逮



66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的，例如使艦隊從某區域「擺盪」(swinging)到另一個區域，或從

主基地緊急出航以因應需求。德國和日本人都錯估，認為美、英

兩國遍及全世界的海權，在與區域海權對抗時將處於劣勢，事

實上這兩國在必要時都能調集遠處的部隊投入任務。最強大的

海軍有別於其他海軍之處在於，其軍艦可經常脫離支援，並長

途跋涉到遠方執行任務，再加上像美國般可通達兩大洋，則這種

遠航能力將有利於拓展其在全球公海、貿易航線和重要水域的

活動範圍。

美國與德國的案例顯示，陸權國家也可以是海權國家。但

陸權國家的戰略文化可能使海軍遭到貶抑而退居次要地位，致

無法吸引及培養建立遠洋作戰優勢所需的人力。蘇聯海軍對海

軍士兵的投資向來跟不上對軍艦的投資，以現在的術語來說，

蘇聯只專注於發展海權的「硬體」，而忽略了「軟體」，至於中國

大陸能否同時兼顧海權的軟、硬體，則是稍後將討論的重要問

題。

這種無形的素質，以及需要豐富的經驗才能精進素質的事

實，說明了為何需耗時數十年才能達成制海，更遑論主宰海洋，

即便擁有大規模的造船工業能力亦復如此。日本早在發動珍珠

港事件之前60年，以及1905年擊潰俄國艦隊之前25年，就舉國上

下一致決意成為海權國家。雖然德國有超乎尋常的政治與工業

動力，仍花了30年整建海軍，才膽敢與英國海軍對決(日德蘭海

戰)，而且最後仍目標落空。當新興海權國家傾全力建設海軍時，

既有的海權國家可進行投資及運用策略以因應其挑戰，一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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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英國面對德國，以及過去美國面對日本，以及現在可能面對中

國大陸一樣。

以下各章將探討馬漢的主張如何禁得起科技與地緣政治的

改變，尤其是軍事資訊革命與全球化的考驗。但他對海權的基

本闡述—在於滿足國家的重要需求、追求國家富強、反映一國

性格，以及需要全民支持—似乎至今依然有效。誠如稍後將討

論的，全國的支持程度必然會影響中國大陸與美國海權競爭的

前景，或至少其發生的時機：美國人民刻正處於長期國民學習

曲線上非常不同的時點上。此外，與蘇聯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

國大陸至為依賴海上通路，故有很強的誘因。目前，中國大陸的

海上通路得仰賴美國海權能否寬容的鼻息，這是中國大陸絕對

無法接受的。

下一章將回到中國大陸與美國海權關係的議題，而本章後

續將探討從三則歷史案例學到的教訓，其中兩則涉及美國，而且

其中之一就發生在西太平洋。

英、美海軍關係

美國正值奪取並控制廣袤的美洲大陸時，英國則傾全力發

展海權：建立一個遼闊的帝國、控制公海、擁有擊潰侵略的能

力，以及享有無與倫比的全球影響力。拿破崙戰爭與1812年的戰

爭之後，各國軍艦的規模均有所縮減，但英國仍穩健地整建並

維持一支規模與戰力均舉世無雙的艦隊。在往後的19世紀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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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英國不得不與海上勁敵有過幾次激烈的戰鬥，這促使馬漢

認為，擁有優異海上攻擊能力的國家，沒有必要動用這種能力。

英國的海權使其得以自由無虞地通行全世界，而且無須承認區

域強權的勢力範圍。當西班牙喪失大多數的美洲殖民地後，英

國在西半球的勢力成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最大例

外。

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英兩國的關係相當緊張。美國

長久以來的仇英情結，在1812年的戰爭中強力爆發，而英國在南

北戰爭期間曾考慮承認南方聯邦(後來眼見支持聯邦政府的北

方各州顯然占上風而作罷)，雙方幾乎再度兵戎相見。25整個19世

紀期間，雖然美國對英國存留在西半球的勢力甚為不滿，但根本

不可能挑戰這股勢力所憑恃的後盾  海權，更何況美國在北美

大陸還有更重要的任務。26在1812年的戰爭之後，美國一度對海

權頗感興趣，但卻只是曇花一現。到了19世紀末時，英國海軍已

使美國海軍相形見絀。1880年底，英國與美國主要戰艦的數量

比為十比一(377比39)。27美國不但軍艦數量非常少，海上作戰經

驗更是少得可憐。馬漢那一代海軍軍官所累積的實戰經驗，是

得自對南方聯邦採取的封鎖行動。

簡言之，在19世紀末前美國一向缺乏成為海權國家的動

機。由於美國的幅員廣大、天然資源豐富，加上經濟幾乎不須仰

賴對外貿易，因此無須仰賴安全的海上通行。美國1845年的貿

易量，基本上和1825年維持同一水平，而這段期間其與英國的貿

易大約占總貿易量的一半。其後，南方地區與英國紡織業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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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交易量劇增，1845至1860年間美國出口量增加一倍，其中棉

花交易占最大宗。但這並未促使美國投資整建強大的艦隊，反

倒是將封鎖與近岸砲轟列為最重要的任務。雖然美國認為英國

海權對其海岸線與船隻構成潛在威脅，但由於缺乏重大的經濟

利益，美國也就沒有斥資整建強大艦隊的戰略理由。事實上，美

國大致上是仰賴其昔日的敵國英國提供濱海地區之外的海上安

全。鑑於在海外貿易與海權之外有更優先的要務，美國遂任由英

國海軍發展海權。

南北戰爭迫使北部的聯邦政府建立一支龐大的艦隊(船艦

700艘)，俾扼制南方的經濟命脈並展開轟炸。在這場衝突中，美

海軍成功地阻止英國與南方聯邦的貿易，不過英國並未授命其

海軍盡全力突破北方聯邦政府的封鎖行動。到了1865年，美國

海軍已位居全世界第二大，不過其目的是奪回北美大陸的控制

權，而不是拓展勢力或保護全球的貿易。因此，南北戰爭後美國

大幅裁減海軍兵力—美國再次閉關自守。到了1880年，雖然美

國已漸漸躋身世界經濟強國之林，但其海軍軍力在全世界只排

名第12位。28這就是馬漢當時服役的美國海軍，此後他轉而致力

於力陳美國海軍兵力嚴重的弊病。

此外，英國海軍逐漸從全世界最精良的木殼帆槳艦艇，轉

型為全世界最精良的鋼殼蒸汽動力艦艇。雖然美國持續對英國

挾其海軍威力公然違抗門羅主義漸感不耐，但直到19世紀末美

國決心成為帝國，與英國一較長短，美國對海權的想法才起了

轉變。鑒於19世紀末的美國與20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有某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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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都是利益不斷向外擴張的新興強國，但卻又面臨著既有

的海權強國—促使欣欣向榮的陸權強國美國決意成為海權強

國的國家心態，確實值得仔細分析。經濟因素是動機之一：1865

至1880年間美國的外貿總額增加了兩倍(過去25年裡中國大陸

的外貿也成長數倍之多)。但主要的動力是美國渴望成為世界強

國，而最主要的障礙就是英國。馬漢為此找出了方法，洛吉提供

了理論，而老羅斯福則給予喝采鼓勵。

由於馬漢曾擔任羅德島新港美海軍戰爭學院院長，故他的

觀念在資深軍官中廣為流傳，尤其是新晉升的上校和將官。雖然

當時的美海軍軍官不像英、德及日本海軍將官那般，擁有為海軍

爭取國家資源的政治權力(至今依然沒有)，但他們都積極致力

於發展現代海軍能力。美海軍駐外武官分頭向經驗豐富的各國

海軍取經，29常常遇到德國與日本的海軍武官也正從事類似的活

動。(中國大陸人員向其他國家「借用」具軍事價值的技術並非

首開先例。)因此，當美國終於成為海權國家時，就直接採用鋼

造、蒸汽動力、配備長程火砲的主力艦，以及遠洋巡洋艦。

美國的仇英浪潮終於在委內瑞拉邊界爭議危機期間(1895

年)達到頂點，當時羅斯福和洛吉都主張開戰。30《紐約時報》頭

版報導稱：「國家已被激怒，欲與英國一戰」。31然而，美國對海

權的投資根本跟不上美國鷹派人士的主戰主張。當時美海軍只

有三艘主力艦，而英國有50艘，而且美國港口對英國主力艦根本

毫無防衛能力。美國艦隊規模小且未經實戰考驗，若與擁有絕

對優勢的英國海軍交手，恐怕撐不了多久—雙方實力懸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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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彌合這種差距—眼見這種情勢十分

明顯，美國帝國主義者遂將注意力轉移至更吸引人的目標：西班

牙，這個已經走下坡的強權，但仍死抱其在西半球僅剩的重要屬

地古巴不放。自此後，美國就不再將英國視為其戰略利益的威脅

者，或是想要挑戰的海權。

就在美國選擇不與優勢的海權較量時—將矛頭指向西班

牙顯然是容易多了—英國也選擇不將崛起的美國海權視為挑

戰，轉而注意更緊迫的威脅，尤其是風險漸增的歐洲霸權爭奪

戰，也不再對門羅主義冷嘲熱諷。就在英國正要派出一支龐大

艦隊前往加勒比海，俾確保能依英國的條件解決委內瑞拉紛爭

時，德國揚言要為南非問題與英國開戰。接著英國立場起了重大

轉變：「短短一星期內，美國被視為可能的盟邦，一個同樣說著

英語可共同對抗德意志帝國野心的國家。」32就在此時美國人也

恍然大悟，唯有大力投資海權才能終結英國對西半球的侵犯，

根據亞當斯(Henry Adams)的說法，是德國「把英國人嚇得投入

美國的懷抱。」33

英國也非常務實，知道美國有能力在西半球開闢一個不受

挑戰的勢力範圍。此外，美國與英國的經濟依存度也越來越高，

雖然雙方的貿易對美國的重要性大於英國。1880年，與英國的貿

易占美國貿易總量的42%。到了1895年，雖然美國整體貿易快速

增長，但與英國的貿易仍占38%。在英、美之爭的案例中，海上安

全的共同利益化解了海上對抗的主張(但其他案例並非如此，稍

後將予討論)。自美國建國以來，大部分時間雙方的戰略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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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分歧，但此時已漸趨一致。美、英兩國都認為，雙方的海權對

抗還未真正開始就已經結束。雙方都有意避免衝突：美國了解

到本身的羽翼未豐，還沒有能力挑戰在美洲的英國海權；英國

則深知若出手遏制美國海權的崛起，自身將招致德國海權更嚴

峻的風險。

另一方面，老羅斯福興致勃勃地想對西班牙開戰，除了可解

放古巴人民外，他還有兩個動機(如果把他想帶領人民投入戰

鬥的強烈欲望也算進去的話，應該是有三個動機)：他深信必須

對外用兵才能團結及提振美國精神，而且戰爭可為建立一支世

界級海軍提供正當裡由。34老羅斯福終於如願以償：和西班牙的

戰爭獲得一面倒的勝利；美國取得了數個海外屬地；美海軍的規

模與能力因此得以持續增長。1898年5月1日，杜威(Dewey)上將

率領美海軍「亞洲中隊」(Asiatic Squadron)摧毀停泊在馬尼拉港

內的西班牙艦隊，此舉等於正式宣告美國成為海權國家及太平

洋強權。事實上，不只美國慶祝這場勝利，英國也同聲慶賀。雖

然美海軍經費占聯邦總預算的比率，從1890年的7%劇增到1905

年的20%，但英國並未感到困擾。畢竟，挑戰英國海權的不是美

國，而是德國。

「大和解」(Great Rapprochement, 1895-1914年)化解了既有

與新興的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強權之間的海軍對抗，這並不是因

為美國被勸阻而打消成為全球海權的念頭，而是因為英、美兩

國的利益可相互包容，而且隨著德國的崛起而漸趨一致。美西戰

爭後，在壓制菲律賓反抗運動的棘手反叛亂戰役中，美國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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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泥淖，其對帝國地位的渴求以及整建強大海軍的需求才有所

消褪。35儘管如此，到了1907-1908年間「大白艦隊」(Great White 

Fleet)展開環繞世界航行的壯舉時，美海軍已有22艘主力艦、25

艘巡洋艦，戰艦總數達180艘；而雖然英國海軍的軍艦數量兩倍

於此，而且依然擁有凌駕於美海軍的全球優勢，但仍選擇不與

美國在西半球進行競爭，因為有其他更重要地區及更棘手的挑

戰者，例如德國，以及潛在的日本。

即便英國已將注意力轉移到德國身上，但美國至少還把

英國海軍當成自我砥礪的標準，或美國海權的潛在對手。1912

年，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的海軍助理部長小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跟隨他堂兄的步伐，力勸國會「採購及建

造無畏級軍艦，直到我們的海軍可媲美世界任何國家的海軍為

止。」(顯然意指英國海軍)。他主張美國的制海必須「擴大到遍

及整個西半球⋯⋯深入大洋1,000哩⋯⋯凡是有我們商業活動的

地方。」36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已取代英國成為整個西

半球的海上霸權，但英國並不準備爭奪這個地位。美國之所以決

定接手完成歐洲半途而廢的巴拿馬運河開鑿計畫，就是出於追

求此一霸權地位。

與馬漢的思想比較之下，早期美國的海權有兩個值得注意

的特性。首先是美國的動機，以及幾個階段的能力與作業：領土

防禦，即防範遭受英國或西班牙砲轟(其實兩者的實際威脅都不

大)；近岸巡邏，即確保濱海水域船運進出的安全；經濟安全，即

防範商船、船團、商業活動及任何地方(如在中國大陸)的必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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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遭受攻擊；支援遠征作戰(如前往古巴及菲律賓)；以及全球武

力投射。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大約1895-1930年)，美國人係欲

以海上武力達成區域控制，而不是挑戰或阻絕區域內的其他對

手。大致上說來，日本和德國也遵循同樣的發展順序(當前的中

國大陸可能也是如此)。

早期美國海權的第二個明顯特性是，其作戰雖反映出階段性

的發展趨勢，但顯然不符合馬漢的觀點。遲至1920年代，美海軍

部隊依然「區分為許多個別的『兵力組合』(force package)⋯⋯俾能

更有效執行其要任務：如部隊與貨物運輸、船團保護、反潛與反

水面突擊作戰，以及封鎖。」37一直到與日本交戰，美海軍才真正

符合馬漢依功能整合及實體集中的主力艦隊模式—當然，此時

以航空母艦為中心，至少大致符合以主力艦為中心的模式。

到了英國稱霸海上的世紀接近尾聲時，就再也無法宰制其

所有潛在的海權對手：工業化迅速並尋求對外發展的德國、美國

與日本。事實上，英國被迫將西半球拱手讓給美國，接著聯合美

國與日本對抗德國—其最迫切的威脅(後來又與美國聯合對抗

日本)。38美國利用了英國的全球承諾與需求，成為所在區域內首

屈一指的海權國家。(誠如稍後將討論的，德國當時也企圖循此

模式，而目前中國大陸面對美國時也可能如法炮製。)

到了19世紀末，情況已很明顯，美國除了海軍武力外，其經

濟與工業潛力不久也將超越英國。身為世界最強勁的經濟體及

最早走上工業化的英國，深知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單是

工業規模就足以決定兩國海權競爭的結果。雖然美海軍經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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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國，但美國國力已十分強大，加上英國又非常擔心德國崛

起，於是英國此時展開了親美宣傳活動，希望能贏得寶貴的盟

國，俾共同面對即將來臨的第ㄧ次世界大戰。實質上，英國這個

既有海權並未挑戰新興海權；而美國係將英國海軍當成評估自

身能力的參考標準，並沒有須與英國海軍一爭高下的迫切經濟

或安全理由。39一旦美國根深柢固的仇英心理消褪後，兩國均體

認到雙方的利益已漸趨一致。

若非倫敦日益擔心德國及其海軍的野心，否則實在很難論

斷英、美兩國海軍能否達成和解。當時英國政府還面臨其他的

壓力和限制，尤其是經濟日益困窘，非得尋求戰略妥協不可。40

不論如何，英、美之爭顯示，兩個海權大國—一個稱霸已久，一

個甫崛起—在相同的水域活動，並非必然會走上競爭之途，更

遑論爆發衝突。但必須注意的是，雖然英國海軍持續在整個西

半球活動，但並未挑戰美國的制海權；事實上，英國因為還面臨

其他威脅，所以也沒能力這麼做。隨著美海軍成長茁壯，英、美

海上對立不只得以化解，甚至還轉變成為對抗共同的敵人，而締

結達一個世紀之久的海上聯盟。

雖然上述案例對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是令人鼓舞的經驗，

但必須記住的是，美國曾公然宣稱西半球為其勢力範圍，而英

國也勉為其難地接受。英國體認到，美國的經濟與工業實力將

超越英國，並維持世界一流的海權—當前美國並未認定中國大

陸具備此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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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海上競爭與衝突

和英、美海上競爭以和平收場並轉變成海上合作相反的

是，英、德海上競爭則是將友好關係變成暴力衝突，包括海上衝

突。再次強調，英國是個典型的海權國家(就像馬漢的文章所描

述的)，其大戰略旨在主宰海洋，以防止敵人入侵、確保能通達帝

國各角落，以及必要時，阻止可能的敵人運用海洋。海權使英國

與歐洲大陸的爭鬥保持一定距離，而得以選擇以小規模遠征部

隊介入衝突，以恢復權力平衡，就如其先後對付法、德兩國的方

式一般。41基於此一戰略的需求，英國海軍部隊必須維持的戰力

水平，至少要與任何兩國聯手對付英國之戰力總和旗鼓相當。

英國追求海上優勢的政策，面臨了銳意向外發展的新德意

志帝國對海上通路安全漸感興趣的挑戰，和當時的美國與日本

(以及現在的中國大陸)一樣，德國快速發展為工業大國，1870

至1900年間，其鋼鐵產量每隔十年就倍增，並在1890年代超越

了英國；42鐵路系統也從1850年的3,500哩驟增到1900年的2萬

6,000哩。一如英國因工業化而加深仰賴外貿，德國亦復如此。

到了1914年，英國與德意志帝國的貿易量占全世界的40%(英國

27%，德國13%)43，其中絕大多數是海上貿易，而且兩國擁有全世

界53%的商船。44因為工業化以及對原料與市場的需求，德國的

貿易成長非常迅速，從1897年至1907年，其進、出口總額增加了

一倍。45

隨著工業化推展，德國對於唯有經由海路始能獲取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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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市場需求日益殷切，也尋求藉由取得海外屬地以增強其經濟

潛力並提升國家威望，俾以彌補較晚躋身殖民強權之列。然而，

德國要順利進出殖民地及獲取資源與市場，得看英國海軍的臉

色，而英國顯然決心維持其海軍主宰海洋的地位。因此，柏林視

英國的戰略威脅到德國的經濟健全、帝國的控制能力及其身為

強權的地位，遂決定不僅要成為海權國家，還要打破英國主宰

海洋的局面；而英國則視此舉為對其利益與戰略的重大威脅。

德國從1880年左右開始建設海軍，經過25年後，總算有能力挑

戰英國的宰制地位。當時兩國關係逐漸惡化並轉為敵對態勢，

雖然雙方的海上競爭並非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但卻使

英國有理由懷疑德國稱霸的企圖，而對德國實力感到畏懼。英

國的政策向來是聯合其他國家共同對抗任何危及歐洲均勢的強

權，因此轉而與其傳統夙敵法國締結盟約，這反過來意味著當

戰爭爆發時，德國與英國將分屬對立的兩個陣營。46

德國會致力於發展海權，是其海軍秘密遊說下的結果，因

為德國海軍的政治影響力遠不如陸軍—大多是普魯士人—因

為陸軍連戰皆捷，致使俾斯麥(Bismarck)得以建立德意志帝國。

海軍上將提爾皮茨(Tirpitz)與其同僚設法使說服原本親英的德

皇相信，英國是德國的敵人，處心積慮要阻撓德國通往公海，阻

撓德國獲取重要的資源及管理新殖民地。47德國海軍將領們引

用馬漢的觀念，把眼前的問題說成「並非海軍的特別要求」，而

是「國家的當務之急」：若不支持海權戰略，對這個至為依賴海

上貿易的國家，將有嚴重的後果。他們還從公平與自尊的觀點



78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說明國家所面臨的挑戰：英國憑什麼阻止德國通行大洋前往屬

地、獲取資源及進入市場，而英國卻獨享這些利益？隨著德國漸

趨富強及愛國心持續高漲，對英國意欲壓制德國，甚至控制德

國的政策，也就更為痛恨。這種強烈的情緒表示德國發展海權

將可得到政治支持，從而獲得充裕的資源—此乃馬漢所說的成

功要素之一。

一旦德國海軍軍官挑唆其(沒主見)文人上司認定英國是敵

人後，預言就要成真了—英國感到受威脅，行事作風開始朝著

如德國所望的方向發展。德國海軍將領與其政治盟友所設定的

目標或目的可說毫不含糊。1890年通過的「第二海軍法」(The 

Second Naval Law)批准建造一支公海艦隊，開宗明義說道：

要保護德國的海上貿易和殖民地⋯⋯只有一個方法：德國

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主力艦隊，即便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英國)

與這支艦隊交戰，都會危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為此目的，這支

德國主力艦隊並非絕對須和最強海權國家的艦隊勢均力敵，

因為一般而言，一個海權強國不會集中其所有打擊部隊對付我

們。即便其海軍在與我方交戰時具備絕佳的優勢⋯⋯但要擊敗

一支強大的德國艦隊將使敵人元氣大傷，致其無法再憑一支戰

力充分的艦隊鞏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48

這個構想稱為提爾皮茨「風險理論」。德國的策略預判，英

國將發現越來越難以保護其全球利益，並因應許多新興海權的

挑戰。德國沒有必要與英國的海上武力相匹敵，因為英國無法

集中兵力對付公海艦隊，而德國卻能集中兵力對付英國海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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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一旦德意志帝國公海艦隊成軍後，英國將會猶豫是否要挑

戰這支艦隊，並因而危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屆時，德國將可

擁有其所需的制海權。

19世紀末德國有方法、也有意願要成為海權大國，除了經

濟與工業能量快速增長外，德國也即將在科技領域取代英國的

領導地位。1871至1914年間，德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人數，比

英、法、俄與美國得獎人數總和還多。49當德國將優異的科學應

用於海上能力時，其所建造的軍艦，不論品質、速度或武器配

備，都是首屈一指的。德國利用了後發優勢，不必受大規模木殼

帆槳戰艦之拖累；相形之下，英國只能緩步改為鐵殼、鋼造與蒸

汽為動力的軍艦。此外，德國海軍培養人員的航海技術與領導

能力也異乎尋常之快，德國花了20年的時間成為一個海權國家，

就歷史的標準而言，速度算快的了。

英國因應德國擴大陸權與海權的做法，是重新強化其海上

霸權。雖然英國未能及早領悟德國決意成為新興海權的重大意

義(儘管德國公然表明其企圖)，但一俟理解後，英國即積極籌建

更大型、更快速、火力更強大的主力艦，包括無畏級主力艦，以及

配備全重裝火砲(all-big-gun)的快速輕型巡洋艦。英國當然了解，

一旦德國決心發展海權，將成為可怕的對手。對英國而言，全面投

入造艦競賽將會是項重大挑戰，必需耗費鉅資而且面對不確定的

結果，尤其是其有全球需求，加上其他海權國家也行將登場。

事實上，德國的風險理論—德國無須與英國海軍匹敵，即

可在危機中削弱英國的自信—差點就實現了。在第一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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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爆發前數年裡，英國已將原本海軍兵力足以對付兩個強國的

標準改為「一強標準」(one-power standard)，1912年時任海軍大

臣的邱吉爾明白指出，英國在面對德國海軍時要擁有60%的優

勢。因此，此時德國的挑戰迫使英國為了在最重大利益的區域內

挫敗一個新興海權，而必須在其他區域(如太平洋)承受重大的風

險。但德國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公然威脅英國旨在阻止德國進

入公海的能力。

這就引發了如下的問題：為何英國堅持要有能力阻止德國

所要求而且真正需要的海上通路？為何英國不像對待美國那

樣，讓德國有機會成為海權國家？英、德兩國未展開海上對抗前

的關係，比起大部分19世紀的英、美關係還更友善。事實上，英、

德兩國還有歷史上的共同敵人：法國和俄國，而且英、美兩國的

淵源，還不如英、德皇室之間的血緣關係來得深厚。在這種背景

下，英國大可提供德國某種形式的聯合海上安全；但英國並未如

此。或許英國的政治人物曾經努力過，但英國海軍將領勢必會反

對到底。50畢竟，維持海上霸權的政策，將使規模龐大但裝備老

舊的英國海軍有進行現代化的正當理由。此外，英、德兩國海軍

部在政治上都很強勢，雙方並非全然不樂見展開造艦競賽。

如果有什麼因素原可促使英國改弦更張不與德國展開海權

競爭和對抗，那麼應該是經濟問題而非政治手腕。由於畏懼德

國的能耐與決心，英國自由黨政府感到造艦競賽的負擔日益沉

重，並希望將資源挪用在社會計畫，而且的確也曾提議雙方放慢

造艦的步調(1908-1909年)，但德皇和其海軍將領們並不打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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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軍艦數量上的優勢成為既定的事實。德國航運鉅子巴林

(Albert Ballin)對英、德關係出現轉折感到憂心，據他說，「提爾

皮茨不想談判，不想和解。他只想造艦。」英國海軍部對於英、

德兩國海軍限制造艦事宜也興趣缺缺。該項倡議遂遭德國拒

絕，英國也只好放棄。51不論如何，英、德兩國海權目標之間的鴻

溝已逐漸擴大，軍艦限建充其量也無濟於事。

麥斯 ( R o b e r t  M a s s i e )在其大作《無畏級戰艦》

(Dreadnought)乙書中，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海軍軍備

競賽的經過，與冷戰期間美、蘇核武競賽相當雷同(除了後者未

以熱戰收場外)。英、德兩國的戰略學家、軍事領導人與政治人物

莫不充分掌握對方軍艦設計與造艦計畫的最新情資與新聞，俾

據以在這場競爭內部的正當需求範圍內，無限上綱地擴大並提

升己方的海軍能力。英國這個既有海權並不全然只是被動因應

德國這個新興海權的作為，而是率先動工建造威力更強大的新

式軍艦、大幅超越德國的軍艦設計，並迫使德國跟進。如果這場

競爭是因猜疑而起的，那麼其本身又製造了更多猜疑。

雖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海軍的規模和作戰能

力都勝過德國海軍，但德國已逐漸縮小雙方的差距。1898年德國

如火如荼建設海軍時，其軍艦數量只有68艘，而英國海軍則多

達329艘；十年後，德國軍艦增加了162艘，英國卻只增加8艘。誠

如先前所提，英國海軍推動現代化時，德國海軍則必須同時進

行擴張及現代化。如果說德國迫使雙方進行質方面的海軍軍備

競賽，那麼英國就是帶頭展開量方面的競賽。當時海軍科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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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雙方得以建造出和對方一模一樣的軍艦，並特別重視集中

主力艦隊的攻擊能力(如同馬漢所主張的)。

廣義地說，雖然英國這個既有海權國家最早進行工業化，

而德國這個新興海權國家才剛完成統一，但兩國支持發展海權

的能力約略旗鼓相當。德國有較強大的經濟與工業潛力，但也

擁有英國不具備的重大陸上利益。雙方勢均力敵，誰都沒有理

由因為對本身的競爭能力缺乏自信而打退堂鼓。英國有強烈的

理由不能放棄其藉由維持海上霸權維持制海權之戰略；德國則

有同樣的理由要努力不懈地設法瓦解英國阻絕其海上通路的能

力—或者依據風險理論，使英國要為威脅德國利益與海軍而付

出極慘重的代價。

有必要加以重述的是，德國是直接衝著英國海軍而來，建

立公海艦隊只是象徵性作為；真正的目的是計劃瓦解英國的海

上拒止能力。如同稍後的美、日之爭將討論的(也可能在當前的

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真實上演)，若要理直氣壯地聚焦於追求海

權，那麼直接將敵人及潛在敵人當成攻擊目標是再好不過的方

法了。然而，這個方法可能有反效果，甚至有危險，因為會刺激被

當成目標的既有海權投資更多資源以發展海軍能力、專門為擊

潰新興海權而規劃這些能力、視這個國家為敵人，並研擬欲除之

而後快的戰爭計畫。

如果當時英國的海權標準和德國的海權野心之間沒有爆發

激烈衝突，那麼誰也說不準1914年的戰事會如何展開。實際上，

這場戰爭係肇因於與海軍軍備競賽無關的諸多事件，以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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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合縱連橫。然而，英、德海權對抗在戰爭前夕所扮演的角色

卻不容低估。德國的海上挑戰不止促成英方以牙還牙，還造成

英國外交政策的大轉變—放棄「光榮孤立」於歐洲大陸的爭執

與聯盟關係之外，反而加入了反德陣營，共同對抗日益壯大的德

國。即便德國海軍將領將英國海權描述成是對德心存敵意的證

據，英國政治人物卻認為實力增強中的德國公海艦隊，是對英

國構成戰略、甚至生存威脅的重要跡象。「英國開始畏懼德國艦

隊，同時也擔心這個歐洲大陸最強大的軍事強權之所以想成為

海權強國，無非是想主宰世界⋯⋯。」52

因此，麥斯說道：

英國成為⋯⋯夙敵法國和俄國的夥伴。英國因為畏懼德國

的艦隊，而與德國疏遠，並強化與法、俄兩國的夥伴關係。邱吉

爾說，「德國艦隊使得協約國更緊密團結。提爾皮茨在把鉚釘打

進他的戰艦的同時，也促成了英國民意團結一致⋯⋯基爾(Kiel)

和威廉港(Wilhemshaven)的工人正揮動鐵鎚打造一個反德國家

聯盟，德國終將被這個聯盟推翻。」53

馬漢的曠世鉅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套用在英、德海軍

之爭上，是很恰如其分的。

假設英、德國政治人物一直以來有著共同想法，認同兩國

在貿易、海上航行自由，甚至可能是海上合作等領域上大致上有

著共同利益，那麼或許可就此避免這場海上軍備競賽，以及因

而引發的敵意。這個說法看似合理，但事實上，這個假設卻大有

問題。英國人不會接受德國海軍能力日益增強，遑論與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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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更不相信英國會以自己的海軍保護德國所使用的海域。

一如英國人不願意接受德國在歐洲的勢力範圍，德國也不願接

受英國對公海的控制。此外，倫敦和柏林的政治人物都沒有政

治本領，可一舉否決海軍的利益；事實上，他們大都主張海權乃

國家優先要務—攸關經濟與戰略—而非海軍的需求。(由於此

種「如果⋯⋯將會如何」與「錯失良機」的分析，可闡明當前美

國與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面臨的抉擇，後續將再予討論。)

英、德海軍對抗與衝突接近尾聲時，有起事件與本研究有

關。由於德國未能瓦解英國的海權優勢，又輸掉第一次世界大

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與戰爭期間，德意志第三帝國(Third 

Reich)決定不再大力投資建立水面艦隊，54轉而集中心力發展強

大的潛艇部隊，俾用以威脅英、美國海軍部隊，並癱瘓同盟國賴

以增援戰力的海上船運。德國人認為反海軍能力比強大的水面

艦隊更具潛力、更符合成本效益，也是更不可或缺的手段。饒富

趣味的問題是，假設當時納粹擁有一支規模與美國或日本航艦

部隊相當的航空母艦部隊，那麼歐洲和大西洋的戰局是否會有

所改變。在戰略上，希特勒和他身邊的戰略家所迷戀的，並非成

為強大的海權國家，或許因而與日本結盟；而是奪取德國以東地

區作為其「生存空間」—這個地區位於麥金德所稱的「心臟地

帶」內，是他認為掌控「世界島」，進而控制全世界的關鍵地帶。

納粹德國了解海洋的重要性，尤其是對其敵人的重要性，

但卻選擇利用潛艇科技建立其海上拒止能力，而不是模仿英、

美兩國建立強大水面艦隊(如以往的德意志帝國所為)。隨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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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進步，海權不再取決於主力艦隊，或侷限於主力艦隊交戰。

大西洋戰役—邱吉爾稱之為「其他地方的戰事發展，都取決於

這場戰爭的主宰因素」—促使同盟國以轟炸機對付德國U型潛

艇，這些潛艇可避開水面護衛艦攻擊載運戰備補給品的船團。55

此時，海權已從「在海上的力量」演變成「加諸海上的力量」。雖

然馬漢在世時的科技不會要求他做出這種區別，但他對此改變

必然感到欣慰。

據我們所知，希特勒和他的左右手從來沒讀過《海權對歷

史的影響》。如果他們讀了這本鉅著，想必會找到其他可替代

「控制東歐乃控制世界的關鍵」的理論。他們或許也能了解，為

何擊敗兩個海權國家，會比征服歐洲大陸的鄰國更加困難。

日本與美國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德國人或許沒有研讀馬漢的

著作，但據我們所知，日本人可是一直在研讀這本書。雖然馬漢

是為自己的國家撰寫這本海權理論，但卻被日本人奉為圭臬。日

本於19世紀中葉從自我孤立中崛起後，迅即成為海權國家，並因

此儼然成為世界強國：一個以航海為業的島嶼；第一個從事工

業化的非西方國家；決心使生產超過內需；日漸依賴對外貿易；

經濟與科技實力逐漸增強；有能力追求全國一致的目標及抱負；

而且總是努力不懈。當然，諷刺的是，打破日本孤立狀態的是美

國，此舉造成日本致力於發展海權，最後卻回過頭來對付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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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軍准將佩里打開日本門戶之後五十年，1905年的日、俄戰爭

中，日本在對馬海峽摧毀了沙皇的艦隊而威震寰宇，晉身成為世

界級的海權國家。在這次海戰中，日本的軍艦和航海技術都出

類拔萃。

與美國一樣，日本海軍也是分階段從近岸防衛升級到保護

貿易航路安全，最後躋身為海權國家。日本海軍武力的規模、素

質和經驗都不斷增長，終至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挑戰美

國，爭奪對太平洋的控制權。但美國可不像以往英國在西半球

的反應那般，並不準備默許西太平洋出現一個外國霸權，雖然日

本將其追求的目標美其名為「大東亞共榮圈」。日本與美國海權

目標之間的矛盾，成了未來雙方爆發衝突的肇因，這令人想到當

前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明顯存在許多類似的問題。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日同為盟國，但日本視美、英

兩國為其在太平洋的對手，以及未來在太平洋可能的敵人。英國

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但元氣已然大傷。雖然英國建造

的軍艦數量比毀於戰爭中的還多，但在1919年之後，英國整體的

國防支出已「刪減到了極限」，此時其政治承諾無以為繼，且資

源嚴重耗竭；56而相形之下，美國的戰損雖然不像歐洲列強那麼

嚴重，但一路走來，卻對全球責任心存戒心，對發展海權態度曖

昧，戰後的軍艦擴建計畫也遭到國會否決。不過，美國倒是令其

多數軍艦通過巴拿馬運河進入太平洋，並於1920年成立了太平

洋艦隊。

雖然美國的有識之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持續主張發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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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身為國際主義者的威爾遜總統稱美海軍為「我們的天然保

壘」—但這種見解遭到孤立主義浪潮所淹沒。諷刺的是，原本

主張美國主義與發展海權的洛吉此時卻操縱參議院，拒絕批准

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的提案。支持國際主義與海軍力量的經濟主

張，遭到大蕭條和保護主義所抹滅。美國的對外貿易在1920年達

到頂點，一直持平至1929年，然後就一落千丈。由於老羅斯福辭

世，馬漢的著作被束之高閣，美國追求海權的努力呈現倒退的跡

象。除了對航空母艦仍保有興趣外，1920年代美國持續縮減海

軍的規模與兵力，在經濟大蕭條來襲後，更加快了縮減的速度。

整建一支強大海軍的需求，與支應所需經費的能力，都出現下

滑的趨勢：到了1933年，美國的外貿數額已降為四年前的三分之

一。57

為了維持自身的優勢並避免再度出現海上競爭，英、美兩國

乃於1923年舉辦軍備管制會議，會後並達成限制海軍能力的協

議。依據該協議規定英、美海軍能力維持相同的水平，而日本則

為英、美的60%：即所謂的5：5：3方案。美國對於發展海權態度

曖昧，故對於這樣的限制條件感到寬心滿意—雖然美國注意到

軍用飛機(aviation)前景可期，但仍在談判取得造艦限制的豁免，

獲准新建兩艘航空母艦。雖然日本政府同意上述協議，但卻遭

到其海軍將領的堅決反對，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日本想在太平洋

的戰爭中獲勝，則所需的海軍兵力不得低於美海軍兵力的70%。

日本於1934年宣布放棄依該條約規定所應遵守的義務，此時正

逢美國海權陷入最低迷之際。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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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毫髮無傷，已準備要善加利用

英、美兩國在太平洋海權衰弱的機會；英國係因元氣大傷，美國

則受制於孤立主義。日本帝國海軍戰艦從1898年的31艘增加到

1908年的230艘，到了1930年代日本向外展開如火如荼的侵略行

動時，就質與量而言，其海軍已經是太平洋地區最強大者。1940

年，其水面艦隊的艦艇總數已達375艘，全都部署在太平洋。日

本人也和美國人一樣，積極致力於發展航空母艦，從1940至1944

年，航空母艦就增加了18艘。59

對日本而言，海軍武力可用來遂行征服，而征服反過來要求

更強大的海上武力，更強大的武力則可促進經濟體系，而繁榮

的經濟則提供擴充海軍所需的資源。雖然促使日本追求海權與

對外征服的因素，是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強烈欲望，但經濟才

是主要的驅力—或者，更精確地說，做好運用武力的準備以獲

取及保護經濟利益，才是真正的動力所在。1891至1914年間，日

本外貿成長迅速(從1億1,000萬美元增加到6億美元)，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更是急劇增長。從1931至1937年，儘管遭逢大蕭條，但

日本貿易總額仍增加了兩倍。到了1933年時，日本已擺脫大蕭條

的影響，並於1930年代以平均5%的年增率持續成長。經濟成長

主要來自於製造業，尤其是重工製造業，日本需要更多的礦砂、

燃料及市場，而這些全都在海外。

當美、日兩國敵對態勢升高時，雙方的經濟依存度並不高。

1930年後，美國對日本(及其他國家)的直接投資大幅降低，而日

本對美國貿易占日本貿易總額的比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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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增加到1927年的45%，但在大蕭條期間則驟降。美國貿易總

額從1929年的95億美元萎縮到1932年的29億美元。1930年「斯

姆特-和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通過後，美國

的進口總額在幾年內減少了68%。美國對日貿易占美國總額的比

率，從1929年的7%(4億美元)下降到1934年的6%(1億2,000萬美

元)。隨著日本與非美國等其他國家的貿易迅速成長後，1930年

代西方列強因陷入經濟蕭條，難以供應其亞洲殖民地的需求，日

本乃趁虛而入並將貿易重心轉移至東亞。1930年代，日本促進出

口的手段，包括日圓貶值，都是針對亞洲國家而採取的措施。日

本必須出口紡織品及其他產品，以滿足對更多進口戰略物資的

強烈需求，其目的不只在維持經濟成長，也在為預期即將到來的

戰爭做準備。

日本獲取資源的動力導致其不斷提振海軍力量以及奪取外

國領土，最野心勃勃之舉為1936年併吞了滿洲。由於外需減少，

其生產型的經濟遂告停滯，而加速經濟軍事化的做法需要獲取

發動戰爭所需的物資，故而造成貿易赤字。1929年日本貿易總額

為42億日圓，到了1932年下降到28億日圓，後來在1938年又擴增

到68億日圓。此外，日本也將貿易對象從美國大舉轉移至東亞。

總之，1930年代美國外貿大幅下滑；同時期內日本貿易則有

所成長；美日貿易對雙方都無關宏旨；日本貿易逐漸以獲取資源

以支持軍事化及備戰的需求為主。由此可推論，美國對海上貿易

航路安全的依賴度降低；日本的依賴則加深；美日之間的經濟依

存度甚低，不足以約束彼此間的互動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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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顯而易見的經濟趨勢使得日本對美國重燃海權的興

趣乙事越來越憂慮，尤其是美國顯然放眼太平洋。在大蕭條期

間，曾經擔任海軍助理部長的另一位羅斯福(小羅斯福, Franklin 

D ela no)再度搬出馬漢的觀念。另外，基本上為創造就業機

會並拯救工業措施的1933年「國家工業復興法案」(Nat 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批准建造新式巡洋艦和其他軍艦的計

畫，接著美海軍開始大幅擴張，並置重點於航空母艦。到了1940

年，美國已擁有包括15艘主力艦及6艘航空母艦在內的478艘軍

艦(是1933年時的三倍多)。60自此美海上武力快速增長，但外貿

仍萎靡不振。

除了刺激國內經濟復甦外，1930年代美國再度致力於追

求海權的動機，是因為日本海軍不斷壯大以及日本在東亞的

侵略行為。日本在廢除《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時，已開始為遂行帝國野心展開行動，亦即一方面征服中

國，一方面鞏固其前往東南亞獲取原料的通路安全無虞。美國

除了自1930年代中期起加強造艦外，還將大多數太平洋艦隊軍

艦從加州調動到夏威夷，俾勸阻日本進一步擴張的野心。但日本

卻將此舉解讀為美國有意挑戰日本帝國海軍、在西太平洋建立

制海及海上拒止能力、威脅對日本日益重要的海上交通線、讓日

本處於戰略資源匱乏的窘境，以及阻礙日本的國家戰略。雖然

美國直到第二次大戰前夕都未直接威脅日本獲取燃料和其他物

資的海上通路，但日本人認為美國發展海權是衝著日本而來的，

而且這種想法並不算偏執。當雙方談判破局後，日本人覺得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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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攻擊珍珠港內的美國艦隊。

如果說儘管德國與英國的國家利益大致上相容，但仍為了

爭奪海權而爆發衝突，那麼日本與美國就是因雙方利益相牴觸

而起衝突。美、日兩國在建造與部署航空母艦上的競爭，並不像

以往英、德兩國因競相建造與部署無畏級戰艦，而斲傷了雙方

的關係；反而是日本侵略美國至為重視的地區，引發美國的憂

慮，導致小羅斯福總統和他的海軍將領們—金氏(King)、萊希

(Leahy)、海爾賽(Halsey)及尼米茲(Nimitz)將軍等人—決定正面

對抗這種挑戰。1941年12月7日那天，美國是遭受到戰術而非戰

略奇襲。美國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建造的五艘新型航空母艦都得

以投入對日本艦隊的戰鬥。61

儘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造船能力相當驚人—直

到後來美國的戰略轟炸摧毀了日本造船廠—但日本艦隊大多

遭到美國更驚人造艦計畫打造出優異的海軍部隊所摧毀。到了

1945年，美海軍已是世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戰力最強的海軍。
62儘管自1850年起，日本的經濟、工業和科技都有長足的發展，但

其竭盡一切手段與美國爭奪海權時，仍然屈居下風。1929年時，

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是美國的29%，而在1940年美國大蕭條

益形嚴重時，也只上升到38%。日本這個新興強國應該要了解，與

既有強權開戰，而且大體上是在海上進行，如果既有強權的意志

堅定且集中資源全力以赴，那麼日本的下場必定很慘烈。日本領

導人相當程度地誤認珍珠港事件及美國後續遭受的挫折將會瓦

解美國的意志，這種想法可說大錯特錯。當然，事實正好相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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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美海軍軍令部長的金氏將軍誓言，「不論要花多久時間、耗費

多少金錢，都要摧毀日本海權」，俾為珍珠港事件報仇。63

此外，東京覺得除了發動戰爭之外已別無選擇，而且獲勝的

最大機會是一開始就摧毀美國艦隊。事實上，對於攻擊珍珠港只

摧毀數艘老舊主力艦及其他戰艦，而美國航空母艦、潛艦或造

船廠卻毫髮無傷，讓日本海軍最高將領甚感失望。日本的理解是

美海軍的打擊能力和造艦能力終將瓦解日本海權，以至於珍珠

港事件後六個月，日本再度展開大膽的攻勢：在中途島戰役中，

日本先前攻擊珍珠港的四艘航空母艦全都遭擊沉—日本海權

敗象已露，美國則開始宰制太平洋並持續至今。64

美國與日本發展海權能量不相稱的情況，和第一次世界大

戰之前英、德海軍對抗約略相同。當時英國認為其可維持海軍

優勢，而德國則認為如果英國真要對付公海艦隊，將付出難以接

受的代價。在1880-1895年英、美之爭中，雖然英國擁有凌駕美國

之上的絕佳優勢，但美國顯然已步上成長與工業化的道路，終將

勝過英國的競爭能力，尤其是在對美國特別重要的區域。因此，

英國這個具有優勢的既有強權事實上是對美國這個新興強權讓

步，俾能抽身因應其他地方更重大的威脅，可以說只有日本過度

高估本身的競爭能力。

從理論和歷史得到的教訓65

馬漢的觀念是他所處時代的產物：這些觀念認為強權會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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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敵，它們反映了英國的成功，也意欲激起美國對海權的興

趣。惟馬漢的觀念並非無懈可擊：受限於當時的科技能力—通

信、感測器和武器只在近距離內才能發揮效用—乃堅持海權核

心在於集中的水面艦隊所發揮的攻勢能力。在觀念上，他未能

看出存在於海軍惡性競爭中的強有力邏輯以及所產生的不幸效

應，畢竟當時英、德海軍對抗才剛開始。若非洛吉和老羅斯福

發掘並大加推崇馬漢的觀念，他是否能成為地緣戰略學界的名

人，則尚在未定之天。儘管如此，馬漢的著作—尤其是對經濟、

地理與國際強權政治的綜合分析—仍然是有價值的參考架構，

而且不論如何，已對全世界的海權戰略家產生深遠的影響。

誠如馬漢的說明，凡是依賴海上貿易，而且又具備雄厚的

經濟、工業及科技手段的國家，都將追求海權：英國、德意志帝

國、美國與日本等都符合馬漢所提的模式；事實上，這些國家也

都拜讀過馬漢的著作。至於也有充分手段卻動機不足的國家(如

蘇聯)，則欠缺成為真正海權國家所需的全國意識、共識、文化

與決心。雖然海權是經濟繁榮的先決條件，但也能更促進經濟

繁榮，進而強化其能量，而成為更強大的海權國家。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英國和日本—都不是天然資源豐富的陸權國家—為

獲取經濟實力，並反過來支持其海軍能力，兩國都建立了「超大

規模」的海軍能力。

若一個海權國家根據另一個海權國家的實際與預測能力

來制訂本身的需求，其結果可能包括：展開耗資甚鉅的海上投

資競賽、積聚規模全然不合理的龐大海軍部隊、整體的猜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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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日深、雙方在海上接近時危機四伏。這些情況出現在英、德

與美、日之爭中，但在英、美之爭中則較少見。當某個強權確保其

海上通路安全(制海)的決心，威脅(或眼看將威脅)到另一個強權

(海上拒止)時，競爭將顯得特別激烈。再次強調，德國和日本就

是分別看出了英國和美國的意圖，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固然美國

與日本的利益不相容，因為美國不願接受日本向外侵略與成為

地區霸權，但德國與英國開始展開海權對抗時，雙方的利益卻

頗為相同。這種對抗使得英、德關係持續惡化，導致歐洲強權重

新展開合縱連橫，進而使巴爾幹半島的危機演變成世界大戰。

雖然經濟—仰賴資源、市場與安全的貿易—係追求海權

的重要動機，但想成為及被承認是強國的野心、擁有世界的影

響力、及獲得屬地與附庸國，也都是追求海權的動機。擁有資源

豐富的殖民地與附庸國，又更進一步需要海上安全和海權。雖

然英、德與日本是比美國更加貪得無厭的殖民強權，但20世紀

時美國海權卻對贏得盟國與附庸國功不可沒。

要成為成熟完備的海權國家需要花一個世代或更久的時

間，不只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艦隊需要漫長的時間，而且如果艦隊

欠缺海上作戰經驗和卓越的能力，也無法成就海權。美、德兩國

最快建立起量多質精的海權，兩國都擁有最新且最優異的科技

(英國則受累於舊有艦隊，故變革的步調緩慢)。美國和德國很快

就成為世界級的工業/科技巨人，兩國都作出迅速建立海權的明

確戰略決定。不論如何，如果無須模仿敵國的海上武力，而是另

有他法可對付之，那麼未必要花上一個世代的時間才能挑戰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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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權。納粹德國雖然沒有符合馬漢概念的艦隊，但如果不是

同盟國的長程轟炸機重新掌控了英、美兩國的制海權，納粹德

國或許就能打贏大西洋戰役。自馬漢的時代以來，科技已使海

權成為高度不對稱的領域，水下、海面上空，以及陸基能力都是

其中的一部分。

在英、美之爭的案例中，既有海權並未以競爭或作戰等手

段阻礙新興海權的發展；相反地，雖然大部分的19世紀期間，

英、美兩國關係並不友好，但後來卻為了海上安全而相互依賴。

當某個既有海權能包容某個新興海權時，敵對態勢可能被海上

勢力範圍或合作所取代。如果英國曾經表示可以接受英、德海上

合作，或許可削弱提爾皮茨認為英國是德國敵人的論點。美國

則可能不會對日本提出此類合作的構想，因為日本向外侵略已

使合作絕無可能，美國反倒認為對日本實施海上拒止已成必要

之舉。

經濟相互依存並不能防止海權競爭，但缺少相互依存則會

削弱自我約束。英國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國，雙方的貿易對美國的

經濟成長很重要。英、德兩國間有某種程度的相互依存，但其程

度顯然不足以使雙方避免軍備競賽與兵戎相向。1930年代美、日

貿易已江河日下，到了雙方於太平洋展開如火如荼的對抗時，兩

國貿易已微不足道。

就政治的觀點來看，強大的「海軍利益團體」(n a v a l 

interests) —軍人、產業界和政治界—創造了有利於競爭而非

合作的條件。一般而言，當時英、德、美、日等國政府的預算與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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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都持續擴張，幾乎沒有需要相互合作的壓力。雖然英國的全

球需求與面臨多國挑戰的情勢，迫使其接受美國海權的崛起，

但英國頑拗的海軍擁護者卻反而執意維持優勢戰略；德國海軍

部則意圖整建一支大規模的海軍，即便如此一來須與英國為敵

也在所不惜；主張在太平洋挑戰英、美兩國的日本派系，大致上

沒有遭到反對；小羅斯福與其他政治與意見領袖都決心發展美

國海權；事實上，和日本帝國、德國及英國的海軍相較之下，美

海軍本身的政治勢力向來不是特別強大。

表1評估這些案例中影響海權對抗的主要因素，俾找出適切

的模式，以利說明各種不同結果。在考量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利益

和戰略、科技發展，以及海上安全合作前景後，我們將把此一分

析應用於美國和中國大陸之爭。現在，有必要進行某些初步的觀

察。

首先，所有案例都與美國和中國大陸之爭有關，因為既有海

權與新興海權都擁有相當強大的經濟、科技和工業力量，而且

都非常依賴海上貿易，也都追求全球地位和影響力。

其次，英、美之爭與美國和中國大陸之爭不同之處在於，英

國並不準備持續挑戰門羅主義，這使得英、美兩國的全球利益可

以相容，雙方關係日漸友好，因此走向海上安全合作之途；相形

下，中國大陸在東亞的專屬勢力範圍與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利益

互不相容，雖然由於中國大陸在貿易與軍事上的重要性，總是會

對其鄰國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第三，美、日之爭與美國和中國大陸之爭不同之處在於，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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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強權積極且公然地以海上拒止威脅新興強權，以遏制其在東

亞的侵略行為。日本認為此舉對其利益與目標(不論多麼卑鄙)構

成直接威脅。此外，美、日兩國的經濟依存度甚低，而且展望未

來，日本可用於發展海權的經濟、科技與工業實力根本無法與美

國相提並論。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英、德之爭對美國和中國大陸之爭之探

討，可說別具意義：誠如前述，英國與德意志帝國在歐洲的利益

固然有所不同，但在歐洲以外地區的利益則大多相容，包括安

表1   海權對抗歷史案例之評估

英國與美國 英國與德意志帝國 美國與日本帝國

對海上貿易的依賴

程度

英國：高

美國：中度(增長

中)

英國：高

德意志帝國：中度

(增長中)

美國：中度

日本帝國：高

雙方的經濟依存度 高 中度 低

相對的經濟與工業

能量及潛力

英國：高

美國：高(增長中)

英國：高

德意志帝國：高(增

長中)

美國：高

日本帝國：中度 

海軍科技、技能與

經驗

英國：高

美國：中度(增長

中)

英國：高

德意志帝國：中度

(增長中)

美國：高

日本帝國：高

相互衝突的國家利

益，包括爭奪勢力

範圍

低 中度 高

進行海上安全合作

的可能性

高 中度 低

海軍利益集團的政

治影響力

英國：高

美國：高

英國：高

德意志帝國：高

美國：中度

日本帝國：高

結果 包容、合作、結盟 敵意加深，可能爆

發戰爭

戰爭的主要肇因與

手段



98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全的貿易。英、德兩國在經濟上高度依存，英國是19世紀最強大

的經濟、金融、科技及工業國家，但德國已逐漸迎頭趕上。英國

是無可匹敵的海權強國；德國也正從陸權國家擴充成為海權國

家。

英、德的海權對抗頗值得引以為戒。儘管兩國都需要安全

的貿易與通達殖民地及獲取原料的航路，但雙方並無意合作以

滿足這個需求，反而都視對方整建海軍是衝著自己而來：德國認

為英國意圖遂行海上拒止，而英國則認為德國挑戰英國至為重

要的制海權—兩者的觀點基本上都是對的。這導致雙方從事狂

熱的軍備競賽、不斷增強武力(本來是不需要的)，進而加深了猜

疑和敵意，並著手準備打一場耗盡兩國元氣的戰爭—想必美國

和中國大陸都不想步上其後塵。

這就浮出了一個明顯的問題：英、德之爭是否以及如何能和

平落幕？換個方式說，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邏輯可能勝過強權

政治的邏輯嗎？英國和德國可能駁斥馬漢主張海權與生俱來的

競爭本質之理論嗎？

誠如前述，英國和德意志帝國的海軍將領及支持海軍的政

治人物都認為，雙方除了對抗外，別無其他選擇—或刻意對其

他選擇視而不見。如果兩國的「海軍利益集團」不要那麼自以為

是，或影響力沒那麼強大，則德國可能就不會大剌剌地公然挑

戰英國海權，而英國或許會提出海上安全合作方案。但在倫敦

或柏林，這方面的政治折衝並不明顯，甚至付諸闕如。此外，如

果雙方都能客觀且務實地評估，或許能稍加節制本身甚或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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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傲自負的氣勢。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歐洲，理性和謙

遜—如同政治家風範—是很少見的。

儘管如此，英、德之爭值得吾人一路探討下去，就當它是種

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而這又引出兩個問題：在符合核

心利益的情形下，英國可能會向德國提出何種海上安全合作方

案呢？在符合本身核心利益的情形下，德國或許會作出何種正

面反應呢？在符合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太平洋利益情況下，這些

問題的答案可能有助於闡明這兩個海權國家是否以及如何能和

平共存。

如果當時英國政治領導人體認到，德國有決心獲得而且也

有權享有安全進入及通行公海的權利，他們可能就會了解，若

英國設法想維持海上拒止，必然將強化德國的決心，最後導致

衝突。因此最起碼，他們或許會給予德國某種非拒止保證，使德

國能和平使用海洋。即便這只是種保證，但這樣的政策宣示應

當能改變德國海軍將領聲稱英國對德國心懷惡意的說法—當

時德皇即對此說法信以為真。英國或許可提議在政治人物的監

督下，兩國海軍定期交流、舉行聯合演習及共同執行巡邏任務，

以強化上述作為。當然這個做法可能遭到英國海軍部的抵制，

事實上，該部對德國猜忌日深，並而掌控了英國大多數的政治菁

英。眼看著英國霸權面臨許多方面的壓力—美國與日本國力的

崛起、南非的戰事令人氣餒，以及歐洲正崛起一個強權—倫敦

仍死抱其核心優勢：繼續當個獨霸世界的海權強國。由此看來，

失策的政治領導導致整起事件的挫敗(可作為今天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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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國遵循上述行動方案，則德國領導人，從德皇開

始—雖然他本身算不上是個政治家—起碼會陷入無所適從的

窘境。一心一意只想打造一支強大艦隊的德國海軍將領將會指

出，英國的能力而非其公開宣布的意圖，不只將決定德國的能

力，也將決定德國的政策。但由於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在歐洲

大陸面臨了其他挑戰，若有合理的方法可取代與英國進行耗費

甚鉅的海軍軍備競賽，或許會令其感興趣。事後看來，顯然與英

國合作而非競爭，才符合德國的利益。如果當時兩國海軍儘管各

有疑慮，但仍毅然追求海上安全合作，則兩國的真誠與信任—

直到最近都還是友邦—或許能夠完好如初。無論如何，德國領

導人早該了解，德國公然將英國海軍描述成是其建立公海艦隊

的合理化藉口，只會刺激英國海軍進行擴張及現代化。

以上「如果⋯⋯將會如何」的假設論述，不只違反事實，而

且殊不合理。打從一開始，在政界就會處處碰壁。再次強調，英

國決心成為獨霸世界的海權國家，誠如馬漢的理論，不只是海軍

的目標，而且是國家的目標。英國的政、商菁英都認為，這是英

國成為世界一流強國，並在經濟上出類拔萃的唯一方法，而且是

累積幾世紀的成功經驗而更加根深柢固。同樣重要的是，英國

認為，事態嚴重時阻止潛在敵人使用海洋的能力與意願，乃是英

國的戰略優先要務。對英國而言，向德國人保證無須畏懼英國

的海權，無異與英國的戰略自相矛盾。

反過來說，德國人是否全然相信英國不阻絕德國海上通路

的保證，是令人存疑的。德皇對德國將領主張英國對德國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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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的說法深信不疑，因此不可能在這些將領群起反對下，接

受英國宣稱會自我克制的保證。英國的戰略取決於海上霸權，

故其保證不運用這種霸權，並無法減緩德國建造無畏級戰艦的

步調。除了海上安全合作具有反戰略性質外，儘管造艦競賽牽

涉成本與風險問題，但兩國龐大的產業利益集團都入股造船工

業。

因此，鑒於英德兩國的戰略目標與人民心態，實在很難想

像英國的保證能防止後來發生的、耗資甚鉅且極具破壞性的海

上對抗。誠如麥斯所言：

德皇及其廣大的臣民問道，英國憑什麼宣稱制海權是一種

權利？英國海軍隨時能封鎖德國海岸、把德國軍艦堵死在港內，

以及奪取德國的殖民地。為什麼德意志帝國要在英國的寬容之

下生存？為什麼德國的偉大是其他民族所賜予的禮物？地理形

勢注定衝突必然發生⋯⋯德國海軍欲強大到足以保護德國的商

船船運⋯⋯並保證能不受阻礙地通行海洋，其最後的解決之道，

就是擁有一支能擊敗英國海軍的艦隊⋯⋯這是英國絕不允許

的。66

只要稍微運用一下想像力，將德國的角色換成中國大陸：

為何中國大陸獲取攸關其未來生存的資源與市場須仰仗美國的

「寬容」？為何中國大陸的偉大是美國所給予的「禮物」？此外，

就如同一個世紀前的英國，美國今天也可預判，中國大陸在有

能力標定及打擊西太平洋的美海上武力後，其後果是美國欲進

入該等重要水域將需要得到中國大陸的寬容。套用麥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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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美國絕不允許的。

以和平及合作方式發展的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將最符合

美國在東亞及全世界的利益，對於抱持這種看法的人士(如筆

者)而言，英、德之爭的發展結果是令人氣餒的。類似英、德之爭

中強大的軍事力量，將中國大陸與美國推向在西太平洋展開海

權競爭，乃至可能爆發衝突。中國大陸想要成為擁有區域勢力範

圍的強權，其全球利益不斷擴張，而且日漸仰賴海上貿易。中國

大陸認為美國起碼有能力或許也有意圖在西太平洋及其他地區

遂行海上拒止。目前中國大陸由於本身能力有限，須依賴美國海

上武力提供其全球貿易所需的海上安全，但卻視美國海軍在西

太平洋具有威脅性，而且斷然拒絕美國提出探討海上安全的倡

議。

此外，中國大陸海軍將領欠缺提爾皮茨及其同僚所擁有的

政治影響力，而且美國海權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也不如以往的英

國海權。由於美國幾乎在各方面都是世界第一流強權，故海權對

美國的重要性遠不如以往的英國，當時英國海軍可說是偉大的

同義詞。如今的美國比一世紀前的英國擁有更強固的地緣戰略

地位，就政治觀點而言，或許華盛頓與北京欲追求海上合作，至

少會比以往的倫敦與柏林有更大的空間。

最後，英、德之爭顯示，美國與中國大陸相互依存的經濟並

無法防止雙方海軍展開軍備競賽、彼此猜疑、敵意，以及爆發衝

突的可能性。然而，一如最初的假設，如果中國大陸不要堅持犧

牲美國而在西太平洋建立勢力範圍，如果雙方能以自我克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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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合作的方式追求海上安全，那麼應可避免發生像以往英德

之間的那種衝突，遑論美日之間的衝突。

當然，這並不是在西太平洋避免爆發海權衝突的唯一方法：

美國大可任憑中國大陸遂行海上拒止。但如此一來，可能危及

美國在這個重要性無以倫比地區的利益(如本書書名所示)，故

應避免採取這種措施。因此有必要回到最關鍵的問題：美國與

中國大陸在各自檢視其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和科技所造成的影響

後，是否以及如何能實現海上安全合作—想當然爾，這是雙方

都「不輕易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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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有時則是與已成一方霸權的國家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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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國的海軍，最後大多數都與美國締結聯盟關係。

66.  Massie, 1991, p. 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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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
的利益和海權

「即使防衛係戰爭的主要目標，但攻擊行動可

造成最佳的防衛效果」

—馬漢1

引言

美國與中國大陸是否會在海上進行競爭、合作，亦或只求

共存，取決於各自如何看待本身的利益，以及海權在保衛與促進

此等利益上所扮演的角色。本章將從理論和歷史的觀點，檢視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和戰略，尤其要探討美國與

中國大陸有關貿易與其他海上利益、海軍的作戰與政治目的，以

及制海與海上拒止等議題之思維。顯然，一個世紀以來，海權在

美國的全球與太平洋戰略思想中舉足輕重，然而，中國大陸擴大

在東亞的海權、影響力和野心，將對此一思維產生何種影響尚不

清楚。就中國大陸來說，雖然才剛開始思考海權問題，而且無論

如何都不可能遵循以往海權的發展路徑，但其所具有的潛力卻



110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是顯而易見的。

在思考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時，必需重述以下兩個不同概

念：首先是「在海上的力量」與「加諸海上的力量」之差別—前

者只是後者的面向之一，能用以達成廣義海權的能力，包括水下

與水面上空的能力，以及來自陸上、太空與網際空間的能力。依

馬漢的理論，海權範疇不僅限於海軍武力，而自他所處的時代

以來，科技帶來的影響就證明了這點。有關此，中國大陸所強調

的反海軍能力，在海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同盟國轟炸機在大

西洋戰役中所展現的能力)。海軍以外的軍種可能在海權中扮演

重要角色：顯而易見的是陸戰隊，而空軍以及配備面對面飛彈的

陸軍也不遑多讓。

其次是制海與海上拒止的差別，前者係確保海軍部隊、船

運，以及開採資源的作業得以通達重要水域的能力；後者則為

阻斷這種通行的能力，即便只是暫時性的。誠如稍後將討論的，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制海能力仍具有重大的利害關係。中國大陸

畏懼美國的海上拒止能力，更畏懼美國從海上對中國大陸遂行

打擊的能力。雖然中國大陸可能無法達成制海，但卻意圖阻絕

美國低度風險地進出中國大陸沿岸外海。因此，中國大陸正在

追求不對稱的海權，但也算是種海權。

雖然影響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西太平洋海權目標與能力的因

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不外乎對方在做什麼，或預判對方將做

什麼。當然，雙方各有與對方無直接關係的海軍任務：中國大陸

以水面艦騷擾爭議水域內的鄰國船隻；美海軍則隨時準備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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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干擾行經麻六甲海峽的商船。但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海權能

力已逐漸發展成類似以往英國與德意志帝國及美國與日本帝國

的兩強對立態勢，這並不是可喜的現象。

目前美海軍在發展新能力時，將中國大陸當成主要的「規

劃個案」(planning case)，而至少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共軍就

用同樣的方式看待美國。雖然兩國不像英、德之爭陷入激烈的

海軍軍備競賽，但雙方針鋒相對、你來我往的舉措，凸顯了競爭

的事實。中國大陸認為美海軍打擊部隊出現於亞太地區，對其

安全與利益構成威脅，格外顯示雙方強烈的對立與嚴重性。中

國大陸的因應之道是將提升反海軍及其他的反介入 /區域拒止

能力—明顯地反美國—列為優先要務；而美國對中國大陸因

應其兵力展示之作為的因應之道，必然又會促使中國大陸採取

進一步的反應。美國的「空海整體戰」(Air-Sea Battle)戰略(稍

後討論)旨在對付中國大陸以反介入 /區域拒止能力對付美國部

隊的作為。中國大陸業已投資發展能癱瘓空海整體戰所依賴

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C4ISR)之反衛星

(ASAT)與網路戰能力，美國因而覺得被迫須以本身的反衛星與

網路戰能力加以反制，也可能以威脅升高對峙情勢作為反制。

如同下棋般，在這場博奕中，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具戰略和威脅

意涵。

本文的分析是放眼未來二十年，鑑於該區域及中(共)美關

係如此複雜與變動不居，加上科技突飛猛進，要預測如此長久

的未來，與其說是門科學，還不如說是場遊戲。但切記，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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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與美日的海上對抗，大約都經歷二十年才落幕—前者以和

平收場，後兩者以暴力衝突告終。因此，現在正是思考美國與中

國大陸海上戰略的動態與意涵的重要時刻。要避免衝突，二十年

的時間似乎綽綽有餘；然而，雙方的對抗邏輯一旦牢不可破，那

麼對抗的衝力會與時俱增。在海上，行駛在對撞航道的雙方，未

必會發生碰撞，但要使大船轉向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故必須

能及早察覺本身的航向可能會出亂子。

本分析的切入點不在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科技動態和軍事能

力，而在生產/貿易經濟。畢竟，馬漢的海權理論是建立在經濟考

量上：國家欲昌盛繁榮，必須使生產超過內需；因此，必須進口原

料並出口產品，而且主要透過海運，故必須擁有海權以確保海上

通路、保護貿易航路安全，並且必要時，截斷敵海上通路與貿易

活動。由於美國與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強的兩個經

濟體，都面臨成長所帶來的政治與人口壓力，而且互為重要的貿

易夥伴，以及都至為依賴海上貿易，因此先從經濟面開始探討。

中國大陸與美國的貿易

美國是在一個世紀前因經濟發展促其轉而依賴外貿時，開

始成為海權國家。中國大陸雖然人均所得遠低於美國，但卻在

其經濟發展的相同階段，已開始成為海權國家。兩者快速的經

濟成長與工業化，不僅促進貿易發展，還提供建立現代海軍能力

所需的資源與科技。中國大陸與美國都受惠於全球化，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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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貿易擴大就是明顯的跡象，而其主要的效應就是美國大量

進口中國大陸製造的產品，而中國大陸通常是利用美國企業引

進的技術及擴大對美國放貸的資金，來生產這些出口製品。中

國大陸能在適度通膨的情形下，維持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美

國能在低通膨與低利率情形下，達成適度的經濟成長，就是倚

賴這種貿易與籌資關係。若考量中國大陸需要以快速的經濟成

長維持政治穩定、政權威信及凝聚力，就益發彰顯其對貿易的

整體依賴。

中國大陸的貿易總額(出口加進口)現在已逼近3兆美元(占

國內生產毛額50%)，而且過去十年來，持續以國內生產毛額年

增率的兩倍速度成長(20%對10%)。美國的貿易總額大約為3.7兆

美元(占國內生產毛額25%)，而且也大約以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

的兩倍速度成長(6%對3%)。再次強調，兩者都非常依賴海上貿

易，雖然中國大陸的海上貿易總額比率略高於美國—大約95%

比85%—因為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因

此，海上貿易分別占中國大陸約45%的國內生產毛額，以及美國

約20%的國內生產毛額。這意味著，中國大陸比美國更依賴安

全無虞的海上貿易，雖然美國用以確保海上貿易安全的海軍能

力遠勝過中國大陸。

美國在西半球的貿易量高於中國大陸，但中國大陸在亞洲

的貿易量則超過美國。但兩者在世界各地區都有廣泛的貿易活

動—中東與非洲的石油都運往中國大陸及美國、中亞的天然氣

輸往中國大陸、美國和中國大陸與歐洲之間的工業及商業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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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商品銷往至中國大陸與美國，以及美國與其他國家

的糧食出口至中國大陸。

過去十年裡，中國大陸與美國貿易增加了兩倍以上，從大

約1,500億美元增加到5,000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

赤字也大約增加了兩倍，從2002年的1,000億美元變成2011年的

3,000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一直都不到中國大陸對美

國出口的三分之一，這其間的貿易逆差大部分係以中國大陸貿易

信貸的方式支應：中國大陸已累積了價值達1.3兆美元的美國國

庫債券，因而成為美國政府的最大債權國。2過去十年中，美國

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占美國貿易總額的百分比從7%上升至14%，

而中國大陸與美國的貿易占中國大陸貿易總額的百分比，則從

22%下降到15%。因此，在相對程度上(按其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

例)，兩者都依賴與對方的貿易，而即使雙方的貿易總額有所增

加，但中國大陸對美國貿易的相對依賴程度已降低。儘管如此，

過去十年裡，中國大陸每年對美國的出口，已從1,000億美元增

加到4,000億美元(相較之下，同一時期美國每年對中國大陸的出

口，從200億美元增加到1,000億美元)。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

約占其國內生產毛額的7%，自美國進口則占2%；相形之下，美國

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只占其國內生產毛額不到1%，自中國大陸的

進口則約占3%。

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向來在其製造業中扮演至為重要

的角色，而且未來仍將如此，而製造業乃其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另一方面，美國自中國大陸的進口(而不是對中國大陸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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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為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中最重要的利益：美國的消費者、

生產者及服務業者都非常依賴甚具價格競爭優勢的中國大陸貨

品—從用以補滿零售連鎖商店貨架的各式商品、提供複雜資

訊系統的零件到提供這些系統本身，不一而足。去掉中國大陸對

美國的出口及其對美國的貿易信貸，則中國大陸與美國這兩個

經濟體都會受害：中國大陸的失業率將攀升；美國的物價與利率

都會雙雙上揚。

中國大陸與美國這兩個經濟體也以其他方式高度相互依存

著，中國大陸協助美國解決財政赤字，使美國得以不增稅而能持

續支應政治上受歡迎的聯邦開支。雖然中國大陸自美國進口的

數額遠低於美國自中國大陸的進口，但中國大陸的生產者就如

同美國股票持有人般，都從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所帶來

的科技轉移、管理技能與分銷通路中獲得龐大利益。

此外，中國大陸企業刻正將與美國貿易而累積的資金，大

半直接投資於國際生產領域。3中國大陸擁有的海外公司數量

增加，在健全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就擁有更多的利害關係，而且

在海上安全上也必然如此。在這個新階段，美國越來越依賴中

國大陸日益擴大的需求，以彌補美國國內與歐洲及日本經濟成

長趨緩的窘境。美國極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帶領美國及

全世界走出2008-2009年間的經濟萎縮，顯示中國大陸與美國的

經濟依存度已經相當密切。未來在全球經濟制度與政策的管理

上，中國大陸的合作將變得更重要。

以雙邊貿易為指標，雖然顯示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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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但占貿易總額的比例(尤其是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正轉而降

低。儘管如此，吾人很難想像，這兩個經濟體或整個世界的經濟

是否能承受得了中國大陸與美國經濟關係崩解。事實上，這種

恐懼反倒是雙方避免在海權或任何其他領域爆發衝突的最佳保

證。中國大陸與美國經濟相互依存，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對

日貿易及投資相當有限，並於1930年代急劇下降形成強烈的對

比(目前中國大陸與美國貿易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貿易的

相似之處，將於稍後討論。)只要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利益，使其

有理由繼續維持該區域的穩定及所具備的影響力，那麼顯然這

些利益必定能賡續維持中國大陸與美國經濟關係蓬勃發展的條

件。美國繼續在西太平洋保有強大力量，不僅因為中國大陸是個

潛在的危險，也因為是個經濟夥伴。

然而，中國大陸依賴海上貿易—幾乎占中國大陸半數的經

濟—使得其對這種貿易模式是否安全感到憂心。中國大陸有

關海權的著作高度警覺到，海上貿易的重要性與其海軍武力不

足之間的重大矛盾。回顧19世紀末期，推動工業化並開始尋求

對外發展的德國也有類似的憂慮。中國大陸不斷擴大的貿易，以

及與此息息相關的經濟成長，目前是仰賴美國在全球各地與該

區域內的海權。這與19世紀末美國尚未成為海權國家前，依賴

英國海軍保護其貿易安全並無二致。鑒於美國當時實質上認定

只能自行保護促進其經濟發展的貿易安全，因此中國大陸現在

對海權感興趣，美國不應感到驚訝。然而，就戰略觀點而言，可

能頗為諷刺的是，一世紀前美國堅持擁有對西半球水域的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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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現在美國卻不允許中國大陸在東亞水域擁有制海權。

理論上，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海上貿易(很大部分是彼此的貿

易往來)的共同經濟利益，意味著雙方可能共同進行海上安全合

作，不過，有三項顧慮阻撓其與美國進行海上安全合作：首先，

至少在亞太地區，中國大陸必須有能力支持其海上主權宣示以

及保護自身的貿易安全；其次，中國大陸認定美國海權對其貿易

構成威脅；再者，中國大陸認為美國海權對其本身構成威脅。儘

管中國大陸與美國經濟相互依存，而且在海上安全也有共同利

益，但持平而論，中國大陸經濟對海上貿易的依賴，可能造成其

與美國在西太平洋進行海權對抗，而非合作。這種對抗的衝動，

將使中國大陸設法終結美國在該區域的制海權，並擴大本身的

制海權。

海權具有衝突的特性，符合馬漢所預料的強權行為，也適

用於說明為何中國大陸有意削弱美實力量，使其無法威脅及阻礙

其更廣泛的區域利益與野心。相同的邏輯也說明了為何美國不願

將保護貿易及掌控東亞海域的責任拱手讓給中國大陸。總之，在

分析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本區域及其他地區的利益與戰略時，我

們首先必須承認，經濟因素既能激化，也能緩和海權對抗。

美國的利益
4

美國在東亞的利益反映了該區域蓬勃發展的經濟實力、該

區域對全球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以及該區域內的強權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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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影響。東亞的經濟已經成為帶領全世界經濟成長的火車

頭：過去十年來，亞洲的開發中國家每年經濟成長平均達8.5%，

而主要的已開發國家(包括美國、歐盟與日本)的年成長率平均

只有1.3%—據預測，這種模式最少還會持續五年。5東亞的人

力資本(human capital)極其龐大，促成生產力急劇攀升，並從

政治改革中受益，雖然受益程度各有不同。本區域對礦物與石

油的渴求，以及對環境的衝擊，都會產生全球性的影響。亞洲的

強權—中國大陸(日益壯大中)、日本(依然強大)與印度(前景可

期)—都有其全球利益與角色。本區域的衝突，尤其事涉這幾個

強權，都可能危及全球的安全與繁榮。

東亞除有動亂的風險外，該區域的重要性使得美國必須防

止其淪為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由於在美國的戰略與海權

中，此一考量至為重要，因此「勢力範圍」乙詞有了更深一層的

定義。無論喜歡與否，身為東亞最大、崛起中的世界強權，以及

經濟向外發展為導向的中國大陸，注定要在東亞扮演極重要的

角色。美國不僅沒有能力阻止此一趨勢，而且中國大陸發展成

功也攸關美國的重大利益，說明了美國不宜做此嘗試—因此美

國再三保證不會遏止中國大陸的發展。一個受中國大陸影響，而

且美國也能無虞進出這個和平、穩定與繁榮的區域，應不至於

損及美國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下，美國或可學習與東亞地區在大

多數權力領域中—傳統軍隊、經濟、外交、人口及文化—實力

最頂尖的中國大陸並存。這些情況不需要將美國排除在外、削

弱美國經濟、威脅美國安全或阻撓中國大陸與美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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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擴張東亞勢力範圍將招致激烈反對的作為，是聲

稱擁有並行使獨占權：恃強凌弱；片面自訂條件「解決」爭議；支

配他國的外交政策(例如有關臺灣問題的政策)；削弱美國與區

域友邦的關係；騷擾美軍或限制其行動自由；建立不利於美國

的區域經濟組織(例如設立封閉式貿易區)—簡言之，就是行使

霸權。在傳統的權力平衡與海權理論中，這些都是勢力範圍所

意味的行為。畢竟，此乃強權所操弄的重大「零和」(zero-sum)遊

戲，即使美國偶爾也會在其地處的半球內展現此種行為。

然而，由於經濟整合、穩固的制度、一致同意的規範，以及

追求「正和」(positive-sum)結果之信念等因素，或許勢力範圍沒

有必要排斥外來強權，並對其造成損害。基於這項論據，對於中

國大陸在東亞威望日增，美國或許應更樂觀以待。然而，綜合考

量該區域的重要性、隨著中國大陸實力壯大，但行事作風反趨

不確定，以及該地區發生動亂的潛在可能，美國實在沒有理由自

滿。中國大陸可能犧牲美國的重要利益而主宰東亞，就算不會

立即上演，有朝一日也會如此。中國大陸若以武力奪取主權爭議

的領土，將對國際秩序與法治造成嚴重後果。東亞其他國家也

會展現武力，主張其海上主權之反訴(counterclaim)，這凸顯出

一旦美國退出本區域或被排除在外，將可能爆發動亂。

無論如何，不容美國忽視的是，日本、南韓、澳大利亞、菲律

賓、泰國、越南、中華民國及其他美國友邦—本身都是重要國

家—都清楚瞭解，中國大陸實力增強及美國實力與影響力式微

是有害的。其中幾個與美國締結正式防衛聯盟關係的國家，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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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以支持制衡中國大陸實力的需求，並在必要時，反制中國大陸

動武。基於上述原因，美國應當而且可能反對中國大陸在東亞

建立勢力範圍，至少在中國大陸行為無須憂心的疑慮確實澄清

之前。簡言之，美國必須以大國的立場來看待東亞問題，除非中

國大陸並非如此。

就這個意義而言，自從美國在一個世紀前成為強權、海權

國家及太平洋強權以來，拒絕另一個強權主宰這個區域向來是

美國不變的外交政策。自1930年代以降，美國戰略一向是阻止

東亞遭霸權控制，即便付出戰爭的代價也在所不惜。美國遵循

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支持較弱勢的一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支持中國對抗日本；冷戰伊始支持日本對抗蘇聯；1972年以後

再度支持中國大陸對抗蘇聯。美國在該區域的安全利益和責任

並未因冷戰結束而減少，反而因為該區域日益重要而增加。

美國長期關注而且可能會更加重視東北亞的安全問題，而

且仍遵守防衛南韓與日本的義務，因為區域內仍有爆發核武衝

突之虞，而且北韓的命運仍不明朗。在更南的地方，和平解決臺

灣問題對美國很重要，因為一旦臺灣遭到攻擊，美國傾向於採

取軍事介入，而且因為如果施行民主制度的臺灣遭中國大陸併

吞，將會造成很嚴重的戰略和政治後果。在東南亞，越戰後原已

式微的美國利益，現在卻有提升的趨勢，因為該地區的水域與

國家，其地位重要性與日俱增，而且現在這些國家大多尋求與美

國建立安全關係。

由於區域內國家對中國大陸實力不受約束感到憂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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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對美國在該區域內締結的長期防衛關係注入新活力，並重新

建構關係。美日同盟的目的已逐漸從保護日本，擴大到保護區域

內的共同利益與和平。目前已談及美國重返其以往在菲律賓的

基地蘇比克灣(Subic Bay，雖然不可能回復以往的規模)，6美國

也正與越南和印度發展防衛合作關係，其動機也是彼此都關切

中國大陸的崛起。雖然美國否認有意圍堵中國大陸或聯合東亞

國家對抗中國大陸，但中國大陸所見到的是，其身處的區域內，

盟國寥寥無幾—如果緬甸也算進去的話，只有兩個—而且都

是貧窮、受孤立，且不可靠的國家，而美國的盟邦既欣欣向榮，

而且數量也在增加中。

雖然目前中國大陸似乎無意征服或主宰東亞，但卻以軍事

力量為威脅，在領土爭議中強行宣示主權。中國大陸堅持臺灣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且吾人應當推論，中國大陸為

阻止臺灣獨立，必要時會訴諸戰爭。中國大陸已然動用低階兵力

支持其在東亞與南海的漁權及資源開發權，此外中國大陸還支

持擁有核武且越來越極端及行事難料的北韓政權，讓南韓與日

本甚感憂慮。

區域內各國對美國立場是否將堅定不移心生疑慮，尤其是

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期間，致使各國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

更是惴慄不安。目前在面對中國大陸壓力下，美國似乎決心支

持其在東亞的新舊友邦。從美國在外交上反對中國大陸恃強欺

凌南海鄰國，以及美國支持南韓對抗中國大陸的盟國北韓挑釁

時，即可明顯看出。美國若未能支持其友邦，將會削弱美國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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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國家的影響力，並可能鬆動這些國家抵抗威嚇的決心。以

日本與南韓為例，美國的堅定支持若有所動搖，將面臨的另一

個風險，就是這兩個國家可能因而想獲得核武。整體而言，主要

因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有成，其軍事能力穩步擴張且將焦點轉

向太平洋，以及逐漸依賴武力的跡象，東亞地區可能因此進入不

穩定的時期。

在此種情況下，美國的直覺反應就是—遵循其一個世紀

前成為太平洋強權以來的既定政策—重申其對維持區域平衡、

友邦(中國大陸的鄰國)的支持、和平解決爭議，以及其船運與海

軍部隊能不受限制地使用國際水域等承諾。7這不僅攸關美國的

區域戰略，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環。美國政府在最近的國防

戰略中明白揭示，自2001年以來，美國一直全心關注中東與南亞

的情勢發展，現已因美國的全球利益需要更重視亞洲的體認取

而代之。

東亞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區域，不僅在經濟發展上，在美

國處理其關切世界各地的國際安全問題上，亦復如此。例如，日

本、澳大利亞與南韓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美國穩定中東與南

亞的情勢，以及反制核武擴散。印尼、菲律賓與泰國在遏制激烈

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擴散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一旦美國

面臨危及本身以及其在世界各地之利益威脅時，例如911事件

後十年間的情勢，那麼東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對美國將至為重

要。目前，美國正努力處理債臺高築的赤字，及其他內政上的難

題—惱人的失業率、教育落後及基礎建設委頓等問題—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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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穩定對美國益形重要。

由於幾個強權(包括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自制，以及美國駐軍

之賜，本區前所未見地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與穩定，造就了東亞

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反之，本區域若出現動亂、侵略或衝突，不

僅可能危及美國在當地的利益，也將削弱美國因應全球及國內

經濟與安全挑戰的能力。雖然東亞有幸長期免於動亂、侵略和

衝突，但仍存在某些潛在紛擾：

● 東北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 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行徑魯莽或國家崩解，情

勢將急轉直下。

● 臺灣，如果目前前景看好的兩岸政治發展趨勢出現逆

轉時。

● 東海與南海，因領土/海上邊界及資源引發紛爭。

● 一旦中國大陸與越南、印度或俄羅斯再度爆發邊界衝

突時。

亞洲的經濟持續活絡與相互依存，或許能抑制上述待解決

問題所引發的敵意，8但不能保證這個觀點絕對正確：即便亞洲

經濟持續繁榮，貿易依然熱絡，但中國大陸軍事力量不斷增強、

勢力範圍逐漸擴大，以及行事專斷，都可能會升高本區域的安

全顧慮與爆發衝突的風險。應注意的是，在上述有引發衝突之

虞的四項因素中，中國大陸都扮演了某種角色，而且在這四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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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中，中國大陸都宣稱與其國防或主權有重要的利害關係或特

權。另外應注意的是，本區域出現動亂的可能性，主要取決於日

漸強大的中國大陸與其以往敵人的關係，包括中華民國、南韓、

日本、越南與印度。中國大陸如何運用其擴大中的實力與勢力範

圍，以及這些國家與美國如何因應中國大陸，可能將決定本區域

能否維持穩定、經濟能否持續蓬勃發展、爭執能否和平解決，以

及亞洲重要國家能否在處理全球問題上扮演建設性角色。

然而，美國在東亞的利益也包括與中國大陸經濟合作所獲

得的好處，及雙方進行全球安全合作的前景。在亞洲—也可能

是全世界—中國大陸具備協助或阻礙美國因應其他地區以及

該區域安全挑戰的最深厚潛力。解決能源安全、海上安全與氣

候變遷等問題，都極度仰賴中國大陸合作，而中國大陸可能需要

為此付出代價。同樣地，世界經濟、健全的貿易制度，以及像聯

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的

有效運作，全都需要仰仗中國大陸的合作。當然，美國與中國大

陸在東亞以外的利益不可能總是一致，例如對於阿拉伯世界的

民主革命運動及制裁伊朗的問題，雙方的看法就不相同。

然而整體來說，美國與中國大陸對東亞以外的地區所抱持

的看法趨於一致，但彼此爭奪在東亞的利益卻日益明顯。因此，

無論如何，在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全球合作中，美國的利益多少總

會受到雙方在東亞的關係而受到影響，這勢必也將影響美國對中

國大陸的區域實力壯大(包括其對美國海權的挑戰)的因應作為。

總括地說，美國在亞洲及對亞洲的持久利益在於：



  第三章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和海權 ◄      125124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 維持健全、整合、以規則為基礎的(rule-based)世界經

濟體制，而亞洲在其中占有至為重要的地位。

● 維持亞洲的穩定，儘管有中國大陸崛起以及強權對抗

的風險。

● 使亞洲免於侵略與衝突，包括以武力解決紛爭。
● 與傳統及新的夥伴國，尤其是日本、南韓和印度等維

持密切的關係。

● 培養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因應全球安全及經濟挑戰中

的夥伴關係。

中國大陸在美國這些利益中都扮演了關鍵角色，中國大陸

若採取合作態度，可能促進這些利益；而中國大陸若好戰成性、

不受約束，而且無視國際規則，則可能危害這些利益。由於美國

仍是該區域重要的平衡者，中國大陸意圖削弱美國的角色，並

擴大自己的角色，可能會破壞該區域的穩定。此外，如果美國與

中國大陸實力此消彼長，則中國大陸可能更想以武力對付較弱

小的鄰國。此時，如果美國決心不放棄其在東亞安全扮演的角

色，那麼就可能使兩者走向相互對撞的路線上。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

由於中國大陸可能對美國在重要區域的利益構成威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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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美國在世界舞臺上重要的合作夥伴—或兩者兼具—

故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中，將中國大陸

視為美國在東亞必須加以反制的主要威脅，可能會使中國大陸

更想挑戰美國的力量，並拒絕成為美國在全球安全議題上的夥

伴，然而忽視中國大陸可能破壞東亞穩定的風險，期望避開與中

國大陸在該區域起衝突，轉而增進雙方在其他地區的合作，可能

會鼓勵及招致中國大陸對該區域施加壓力。處理美國與中國大

陸的全球及區域利益之間的緊張關係—如何在反制與交往之

間拿捏得宜—乃美國研擬及遂行對中國大陸的戰略時，所存在

的明確挑戰。

最近，美國事實上是以軍事圍堵因應中國大陸壯大中的區

域實力。雖然美國所宣布的政策強調要尋求合作，但反制中國

大陸已經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維持前進兵力部署的主要理由。

但軍事部署必須符合更廣泛的戰略，由於美國從未經歷過類似

中國大陸崛起的現象，所以仍在摸索妥適的因應之道。自美國成

為強權以來，在其他的強權中，英國不久就成為美國的夥伴國，

而德意志帝國、日本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與蘇聯等，都曾是不

折不扣的敵國。

其中蘇聯更是不適合拿來作類比。中國大陸與蘇聯不同，

中國大陸的經濟成就與實力增長，主要是因為融入了全球經濟

體系所致，故不可能從經濟上遏制中國大陸。美國，以及尤其是

美國的亞洲盟邦，都非常依賴中國大陸的貿易、投資與金融運

作。此外，中國大陸並沒有擴張主義的規劃或意識型態任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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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從政治上遏制中國大陸，可說是師出無名，甚至根本是緣木求

魚，大部分區域內國家都偏好與中國大陸維持建設性的關係。東

亞並沒有像北約這樣的多國聯盟，可公開、有效地聯合整個區

域內國家共同對抗中國大陸—雖然，再次強調，中國大陸近來

的威嚇行為已促使數個鄰國請求美國提供安全保障。9雖然美國

在西太平洋有強力的軍事盟國，其中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日本

和南韓—向來都只專注於本身的防衛事務，致使在中國大陸崛

起之際，美國幾乎一肩挑起維持該區域穩定的所有責任。

雖然美國沒有尋求反中國大陸聯盟，但正設法提升其與中

國大陸的區域防衛態勢：更新與傳統盟邦的防衛關係、深化與

印度及越南的安全合作，並在關島集結更多部隊—暫時比較不

易遭受攻擊的基地—使其成為美國向整個區域進行武力投射

的根據地。最近，美國政府已宣布，其地緣戰略的重點，將從反

制中東與南亞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轉移」(pivot)成在面對中國

大陸崛起之際，確保東亞地區的穩定情勢。當然，中國大陸將這

些措施解讀為是衝著其正當利益、追求區域威望，以及領土安

全而來。

美國著手提振盟邦的信心，並對中國大陸軍力提升及其影

響範圍擴大採取因應作為，可能會造成雙重效應：中國大陸唯

恐與美國爆發衝突，而打消威脅或動用武力的念頭；但也使中國

大陸相信美國有意壓制、支配、甚至可能威脅中國大陸。這種雙

重效應簡直就是前述美國進退維谷的翻版：中國大陸需小心避

免與美國發生衝突，否則將與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為敵，進而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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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有經濟成果；但卻又要強勢要求擁有與其經濟成就相輝映

的地位和尊榮(本章稍後將更詳細討論中國大陸的觀點)。如果

美國強化在東亞的兵力態勢有助於約束中國大陸動用武力，那

麼此舉也會強化中國大陸的決心，著手提升自身的軍事實力，以

反制美方行動、爭取更大的行動自由，以及降低本身所面臨的威

脅。10

誠如稍後將討論的，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優先要

務，沒有比強化本身能力以癱瘓美國實力(包含海權)來得重要。

美軍目前已開始擔心，中國大陸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可能降

低其作戰效能，並增加軍事介入的代價與風險。此外，隨著共軍

地面部隊的裝備精良與訓練精進，對美國而言，要接近中國大陸

並與其遂行地面戰爭，將是前所未有的嚴峻任務。11因此，60年

來美國賴以在西太平洋維持和平與穩定的「前進防衛」(forward 

defense)，可能無法長久維持下去。

這種前進防衛—含第七艦隊、空軍基地、陸戰隊與陸軍部

隊—向來代表美國對其盟邦與該區域穩定的承諾。然而，持續

依賴這種熟悉的兵力進駐，可能令盟國感到寬慰，但卻使美軍

部隊置身更高的風險中。這使得美國面臨惱人的抉擇：減少兵力

進駐，或為了讓盟國感到安心，而使美軍部隊承受更高的風險。

這引發了一個明顯的問題：越來越無力招架攻擊的兵力進駐，又

能讓盟國安心多久？除非美國重新研擬在東亞的戰略與兵力態

勢，否則終將使其部隊及盟邦更易遭受攻擊，而且一旦中國大陸

變得具侵略性，可能會成為更具誘惑力的目標。關於美國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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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態勢的構想，我們將會再予討論。

在面臨不利的區域軍事平衡趨勢時，美國可能會受限而益

形依賴本身的能力，藉由使中國大陸了解因對抗而須付出的預

期代價超過預期的利益，而嚇阻其動用武力，不過該途徑對美

國也有風險。根據傳統的嚇阻理論，即使升高衝突須付出的預

期代價，超過發動侵略可望獲得的成果，如果敵人相信升高衝

突也會對製造威脅的一方帶來難以接受的代價，那麼決定嚇阻

是否奏效的衝突升高威脅，其可信度將就此被削弱。在這種情形

下，嚇阻可能失效，使製造威脅的一方面臨棘手的抉擇，是繼續

升高衝突，還是乾脆攤牌，兩者都需付出重大的代價。

就與中國大陸發生衝突而言，美國選擇「垂直升高衝突強

度」(vertical escalation)所面臨的風險越來越高，因為這將升高

敵對的行動等級—如網路戰、反衛星作戰、經濟戰，或最極端

的核戰—而中國大陸刻正提升這些能力，因此美國將更難以

招架中國大陸的報復性攻擊。12

美國的另一個選項是「水平擴大衝突範圍」(hor izonta l 

escalation) —亦即擴大衝突的地理範圍，並以此作為威脅，俾

一開始就嚇阻衝突發生。有關於此，間或吸引美國戰略家的一

種模式，是攔截航向中國大陸港口的油輪，切斷其石油供應，進

而扼殺其經濟命脈。其他模式是美軍部隊瞄準戰區之外，中國

大陸的各種軍事、海軍或經濟資產，並要脅對其發動攻擊，促使

中國大陸打消侵略的念頭。這些選項可能確實有效，由於中國

大陸缺乏因應世界各地狀況的軍事能力，故遠比美國更無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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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這類攻擊。不過，中國大陸可能選擇其他方式展開報復，例如

對美國經濟發動網路戰，或以飛彈攻擊日本。此外，截斷中國大

陸的石油供應，或攻擊其經濟目標，可能損及東亞與全世界的經

濟、創下惡例，以及令人質疑是否違犯戰爭法則。唯有在中國大

陸對美國盟邦或重要利益發動大規模及明確的侵略，如攻擊日

本或入侵南韓時，美國才會採取「水平擴大衝突範圍」的因應模

式，然而中國大陸發動這種侵略的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美國

不應以不準備採取的行動作為威脅，故以水平擴大衝突範圍示

警，應屬明智之舉。此外，美國若動輒談及切斷中國大陸的石油

供應以升高衝突，無異坐實了中國大陸的憂慮與懷疑：即美國

海權先天上具有威脅性，故必須向其展開挑戰。

一般而言，雖然美國不應排除採取垂直升高或水平擴大衝

突的選項，但也不應依賴這兩種作為。由於對抗中國大陸在東

亞發動侵略已變得更困難，故必須強化嚇阻作為。一般而言，

美國應破除中國大陸的假設性看法，認為與美國交戰是輕而易

舉，甚至可能遏制戰局。但以升高衝突作為威脅將伴隨著重大

代價：因其可能坐實中國大陸的疑懼，促使其強化本身能力以因

應衝突升高；而若美國被迫升高衝突致利益受損，將承受嚴重

的後果。

總之，美國戰略在東亞面臨諸多窘境：美國必須抑制中國

大陸動用軍力，而又不至於刺激中國大陸軍力成長；保證區域友

邦的安全，儘管美軍部隊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強化嚇阻能力，

但又不能依賴以升高衝突作為威脅，因為美國並不想讓這種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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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成真、而且威脅或許未必確實有效，反而坐實中國大陸認為美

國不懷好意的疑慮。

除了這些窘境外，還有另一個難題：美國在該區域反制中國

大陸的同時，也呼籲中國大陸與美國合作，共同因應全球挑戰。

當然，在阻止核武擴散、打擊恐怖極端主義、降低對中東石油的

依賴，以及減緩氣候變遷等方面，中國大陸都有其自身的利益，

故儘管美國在中國大陸附近部署著強大的兵力，中國大陸仍願

意與美國合作因應前述事務。事實上，即使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東

亞的競爭加劇，但目前雙方已就這些全球性問題展開初步的合

作，而且有漸入佳境之勢。不過，中國大陸一再顯示偏愛由美國

承受因應全球性挑戰的代價與風險，而只顧追求自身的狹隘利

益—亦即，「搭免費的順風車」(free-ridership)。13未來中國大陸

與美國進行全球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不容低估，中國大陸消耗龐

大的資源(包括來自伊朗的石油與北韓的礦砂)、質疑國際間對獨

裁政權施加的壓力、對開發中國家影響力日增，而且也是聯合國

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故對美國所推動重要的安全政策成敗與

否，擁有很大的影響力。

鑒於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區域利益分歧，而全球利益則趨於

一致，美國的戰略必須能同時兼顧區域安全與全球合作。理論

上，美國可藉由嚇阻與交往雙管齊下達成這個目的，這個方法與

美國以往的反蘇聯戰略完全不同，而且更複雜且困難。當時蘇聯

是個經濟制度注定失敗，以及龐大卻又大而無當的國家，美國

對這個公然懷有敵意、遵循擴張主義，而且受到孤立的敵人，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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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併用靜態圍堵與逐漸耗損其實力的戰略；至於中國大陸，美

國則越來越依賴與這個可能危害重要區域穩定與安全的強權進

行合作。此外，雖然美國以往曾痛苦地學習接受分裂的歐洲，但

現在可不想見到亞洲分裂成美國陣營與中國大陸陣營，更不要

說整個亞洲淪為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

美國對中國大陸採行區域對抗與全球合作的兩手策略是否

可行，仍不得而知。雙方都出於民眾一致希望雙方關係本質，乾

脆是彼此對抗，不然就互相合作的需求所趨使。但是美國的利

益要求其必須跨足對抗與合作，而這大概就是美國現在嘗試進

行的。如果這個策略行得通，則美國可尋求與中國大陸合作，如

此兩者關係應可獲得改善，進而確保東亞安全，否則美國應轉

而尋求對中國大陸遂行嚇阻。

美國在東亞的軍事戰略可能是這種跨足雙重領域作為中最

棘手的層面，這將影響中國大陸對美國意圖的認知，並因而影

響其行為，不論是將中國大陸政策導向溫和路線，或刺激其採

取對抗路線。美國若更加依賴固定駐防的前進部隊遂行直接防

衛，將忽視這些部隊存活力日漸降低的事實、刺激中國大陸進一

步加強軍備整建，並破壞中國大陸與美國進行全球合作的機會。

然而，美國如果未能在該區域嚇阻中國大陸、支援盟國，以及維

持海上通行自由，則將危及該區域的穩定，以及美國在該區域的

利益，而鑒於亞洲的重要性，等於危及美國的全球利益。

美軍部隊容易招致攻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故美國必須改

變在東亞的軍事態勢，並強調機動聯合部隊，因其幾乎可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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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部署至任何地方、分散部署又不致犧牲集中兵力的能力，而

且可躲避及迷惑中國大陸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

視與偵察(C4ISR，稍後再作深入討論)。鑒於大規模美軍的前進

部署潛藏著危險，更遑論單獨與中國大陸在亞洲大陸上遂行作

戰，故提升「當地」的防衛能力應是美國戰略不可或缺的一環。

儘管美國不應嘗試圍堵中國大陸，不過強化盟邦的防衛能力，

應可降低中國大陸對動武能否奏效的信心。美國還必須努力保

持運用科技的優勢，俾能在兵力提升方面維持領先中國大陸一

步，例如在中國大陸挹注資源提升標定美方舊式載臺的能力之

際，美國應轉而發展較不易被偵知的打擊載臺。這樣的態勢將

使美國總統比較容易(雖然從來就不容易)下令出兵因應區域緊

急情事，因此可強化嚇阻能力，以及處理與中國大陸有關的危

機之能力(稍後將對替代的美國兵力態勢再作討論)。

即使新軍事態勢可避開大規模前進防衛所潛藏的危險，也

必須要能配合而且不能違背美國尋求與中國大陸合作的期望。

由於美軍部隊與戰力日益增強的中國大陸軍隊都在相同的地理

空間內作業，誤判或誤解將比意圖不明更可能引爆衝突。這表

示雙方有必要進行適時、公開的溝通及軍事交流—軍事合作尤

佳。中國大陸懷疑美國的意圖，美國則懷疑中國大陸文人領軍

的成效，使得雙方的軍事交流窒礙難行，但卻也更形重要。除非

攸關美國重大的安全利益，否則美國將避免採取挑釁行為—

例如避免公然進行具威脅性的演習，以及在公認的中國大陸領

域附近從事無謂的探查行為。美國若能避免挑釁，同時維持盟



134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邦信心及嚇阻中國大陸，將有賴於明智的軍事領導，並與美國政

策密切協調合作。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

以地緣經濟而言，東亞是從日本延伸到馬來西亞及紐西

蘭，包括中國大陸東部的一大片群島地區。該群島的內部及對外

貿易全靠海運，此外，其所在的水域蘊藏豐富的糧食和燃料，因

此各國都競相控制這片水域。由於該區域的人們傍海而居、靠

海維生、因海而富，故美國須依賴海權維持該區域的貿易暢通、

穩定局勢，以及在該區域的影響力。

如果美國欠缺海權，將無法確保在東亞國際水域內自由通

行無虞，也無法阻止中國大陸控制南海，遑論東海與黃海。海權

使美國得以支持區域內友邦抵抗中國大陸可能施加的壓力，一

旦爆發衝突，海權使美國能在該區域內的大部分水域實施有效

打擊、遠征作戰及增援作戰。由於美國鄰近中國大陸的前進空

軍基地及定點集結的部隊更容易遭受攻擊，海權先天具備的機

動性益發顯得重要。就地緣政治觀點而言，由於海權象徵著近

一世紀以來美國對區域穩定的承諾，中國大陸及盟邦將美國海

權漸趨衰弱，解讀為中國大陸勢力範圍即將形成的前兆，這是

美國不能忍受的。

目前，美國海權在西太平洋的兩個核心任務為：作戰任務與

政治任務。作戰任務就是遂行打擊；政治任務則是在平時與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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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期間對友邦與敵國發揮影響力。遂行打擊與發揮政治影響力

的主要手段都是大型的航空母艦，14毫無疑問，美國的大型航空

母艦已成為中國大陸國防投資與目標標定技術所要對付的「靶

子」。

由於目前的科技尚無法明確有效地防衛數艘美國大型航空

母艦免於中國大陸的攻擊，因此美國必須重新思考在西太平洋

海權的主要手段。美國海軍戰略家必須質問，遵從19世紀馬漢

集中攻擊部隊的主張是否仍然明智，或甚至還有必要。如果不

提出這個問題，美國海權將無法滿足21世紀其在西太平洋核心

作戰任務(遂行打擊)的要求；因此其核心政治任務(發揮影響力)

也將陷入險境。雖然美國目前在西太平洋的海權模式要十年或

更久之後才會過時，但至少也要再花同樣長的時間，才能重新

建構新的海權模式，而且先決條件是，美國得要有這個雄心壯

志。

整體而言，過去二十年來，美海軍的規模已逐漸縮小：從

1990年的590艘軍艦減為2000年的318艘，2010年時更減少到288

艘。15依目前國防預算推估，美海軍未來所能維持的軍艦數量不

會超過240艘左右。艦隊遭遇如此大規模的裁減，是因為軍艦造

價上揚，加上最近造艦經費緊縮所致，因為過去十年間，美國以

地面部隊遂行大規模的地面佔領與作戰行動，被列為更高的優

先順序；16相較之下，由於目前並無重大的遠洋競敵，致使美海

軍缺乏維持大規模艦隊的有力理由。

除了航空母艦外，美海權的每個組成要素也在西太平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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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重要功能，這些兵力類別包括：水面艦、輔助艦、兩棲艦、攻擊

潛艦、戰略嚇阻潛艦，以及海軍基地等。艦隊的其他兵力中—

如水面艦、輔助艦和攻擊潛艦—有很大一部分係負責為航空

母艦提供反艦、反潛與反飛彈等防衛能力，以確保其能有效執行

打擊任務。倘若航空母艦執行任務的能力遭質疑，則大多數水

面艦存在的理由也都有疑慮。

當然，其他的海軍任務也很重要。隨著美國裁減戰略攻勢

核武部隊，雖然潛艦飛彈部隊也受到波及，但因其難以被偵知

和擊沉的優異存活力，使其益發顯得重要。此外，美國正著手提

升水面艦與潛艦的傳統打擊能力，包括行蹤隱密、配備長程巡

弋飛彈與彈道飛彈的戰略潛艦。這些艦艇旨在補強大型航空母

艦的打擊能力，但隨著航空母艦越來越容易遭受攻擊，這些戰

力反而更形重要。

但請不要誤解：撰寫本書的當下，美海軍在西太平洋和全

球各水域都享有優勢，在公海上完全沒有對手、能深入沿岸水域

作業，而且能奉命攻占控制任何海上制扼點。當前的這種優勢

不僅在於軍艦與艦隊本身的卓越戰力，還在於美海軍為強化攻

守能力，以網路鏈結前述戰力，並已獲得長足的進展。這種優勢

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很少國家能養得起資本密集、耗費燃料的

遠洋海軍；而這些國家大多數是美國的夥伴國—日本、歐洲盟

邦和印度。美海軍在西太平洋及其他水域都是無可匹敵的，而且

在其他海權國家數量可觀的艦艇和作戰能力的支援下，更是如

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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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集中式海權容易淪為攻擊的

目標，這不但具重大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意義，並且是深具

作戰意義的特定問題。我們已經確定東亞對美國至為重要，因

此無法接受該區域內存在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唯有美國海權

走下坡才可能接受這個事實。但歷史顯示，當某種型式的海權

衰退時，未必表示海權本身也跟著衰退，而是這種情況會導致

海權利用新科技而發展出新型式的海權：從木殼船變成鐵甲

船、帆船變成蒸汽船、主力艦變成航空母艦、水面艦變成潛艦、

炸彈變成飛彈、載人飛機變成無人飛機、旗號與煙火信號變成

無線電通信，又進一步變成遍及全球的太空資料通信。

除了重新思考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型式外，也是應當思

考其意涵的時候了。美國認為需要確保在該區域海上自由，因此

必須能維持制海並防止中國大陸從事海上拒止。但這未必意味

著美國必須有能力阻止中國大陸進入其經濟活動必經的海域，

如果阻止中國大陸進入此等海域乃美國的終極目標，那麼幾乎

可確定，由於中國大陸至為依賴此等海域，故必然會竭盡所能

挑戰美國的作為。回想當年日本在確定美國意圖實施海上拒止

時，不僅投下龐大的資源欲加以阻止，甚至不惜為此發動戰爭。

因此，中國大陸獲取所望海域內及其水下資源的需求，使得中國

大陸與美國之爭更形複雜。

中國大陸並未像1930年代的日本那樣公然在東亞進行侵

略，故美國不可能宣布以海上拒止為其目的。然而，有許多非官

方的傳言聲稱，在危機期間，美國可能選擇封鎖或切斷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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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的海上生命線，因此中國大陸可能早就擔憂美國會以海上拒

止為其目的。如果中國大陸認定美國確實有此意圖，結果將是

海軍競爭加劇、中國大陸提升並擴大其反海軍能力、中國大陸

與美國關係惡化、衝突可能性提高，以及誤判、誤解及爆發意外

戰爭的風險升高。

馬漢的理論是：全球強權需要海權、海權激起對抗、對抗需

要有能力阻止他國使用海洋、對抗可能導致戰爭、勝利取決於

集中的攻擊兵力。但這套理論所包含的諸多假設，不見得適用於

這些水域、這個世紀，以及中國大陸與美國兩強之間，而且中國

大陸的潛力及其本身對海洋通路的需求，可能使美國承受極為

重大的代價和風險。當然，美國能否在西太平洋維持並實現海權

的主要目的，而又不至於激化與中國大陸的對抗，不但取決於美

國，也取決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利益17

自鄧小平執政(1904-1997年)開始，中國大陸政治領導人莫

不致力於將中國大陸從積弱不振、貧窮動盪的可憐情勢，轉變

為繁榮、穩定、強大、安全又有影響力，其主要動機究竟是妥善

照顧十億百姓、使其更團結一致、一舉擺脫外國勢力的宰制，或

是恢復中國以往的光榮和偉大並不清楚，但也許並不重要，因為

這些目的都是相互關聯的，而發展經濟是達成所有目標的唯一

途徑。發展經濟可解救廣大的窮苦民眾，並提振實力、促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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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擴大其影響力，而且還能確保內部政治安定，進而確保政權

的存續。

鄧小平所設定的方向，反映並強化了有關中國大陸的需求

與目標之全新思維。共產黨意識型態顯然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沒

有助益，因此改由國家資助的經濟發展思維所取代，而這必須

允許人民擁有很大的經濟自由度。但政治自由並非伴隨著經濟

自由而來：中國共產黨已經揚棄馬克斯經濟制度，但仍堅持維

持毛澤東思想治理不受挑戰的決心。實施威權統治者宣稱，這

種政治制度乃成長的先決條件。雖然這個論點令人存疑—違反

了最近數十年來許多其他國家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並行不悖的案

例—但顯然經濟成長滿足人民的需求，因此成為維持政治現

狀的先決條件。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大致上對當前的政治現狀

感到滿意，故未要求改革，更不用說會醞釀革命。此外，受益最

深者特別對中國大陸的成就感到驕傲，並認為中國大陸應堅決

維護在該地區及全世界向外擴大的利益與影響力。就經濟和政

治而言，中國大陸的成就使其有能力且傾向於成為強權，同時行

事作風也要像個強權。

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與許多亞洲國家並無不同：獲取資本

與技術，俾利用低廉的勞動力從事生產；訓練與組織此一勞動

力獲得優異的生產力；向價值鏈(value-chain)的上游移動，從

生產一般商品到利潤更高的產品；策略性地出口打進全球市場

(政府給予支持)，使內部生產不至受限於國內消費；壓低貨幣匯

率、創造盈餘及大量累積外匯；以累積的外匯採購維持成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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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原料、裝備與技術；允許外資進入成長中的內部市場，但需

加以管制，俾獲得進入外國市場競爭的手段；擴大自由企業，但

最重要的企業仍由中國大陸控管，18但其模式與其他東亞國家

有兩點不同：第一，中國大陸鄉村擁有以務農為生的龐大人口，

可提供數億人口加入低廉的生產勞工，而分食世界經濟體系製

造業的大餅。其次，在大多數東亞國家內，經濟發展都促成了政

治改革，但中國大陸尚未走到這一步。19

中國大陸的發展使其必須能整合至世界經濟體系內，並加

深對海外市場與原料的依賴。雖然未來中國大陸將無法像過去

二十年那樣維持10%的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但也許能維持在

6-8%(對如此龐大的經濟體而言，實屬難能可貴)；相反地，一般

普遍認為，若成長大幅減緩，可能將危及中國大陸政權滿足人

民期望日益高漲的能力，而致無法維持一黨專政無可挑戰的統

治地位。由此可推知，進入海外市場與獲取原料(幾乎全靠水路)

攸關中國大陸政權的重大政治利益。「北京的領導人認為，社會

動亂是其政權的最大威脅，而均衡的經濟發展與成長是社會穩

定的保障。事實上，他們經常討論經濟發展的關鍵標準，並認為

必需維持7%的經濟成長，才能養活越來越多的都市民工。」20此

外，海上貿易安全對勢力漸增的商界和關係良好的富商巨賈也

至為重要。

中國大陸為追求經濟發展，澈底改變了以往的外交政策，

這項經濟發展策略至今仍大行其道。鄧小平深知經貿攸關就業

機會，故揚棄了毛澤東在海外煽動革命的做法，轉而支持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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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外地位穩固的政權進行貿易。21即使在經濟開始成長之

前，中國大陸以社會意識型態為由，排斥國際體制，主張經濟成

長的思想也會要求中國大陸接受並加入這體制。同樣地，中國

大陸了解，以國際貿易為基礎的成長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故必

須避免顛覆或威脅其他國家，尤其是重要的貿易夥伴(包括其鄰

國)。此外，還必需維持貿易的媒介—海洋—的穩定與安全，

中國大陸需要穩定意味著，其全球利益與美國及其夥伴的利益

趨於一致。

除需要海外貿易外，中國大陸的發展策略非常依賴獲取新

科技，而且必須獲自美國、日本及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此，

如前所述，美國消費者對低價商品無止境的需求，加上中國大陸

產業界渴求製造技術，使得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濟合作極具深

厚的利益。中國大陸與美國不僅從雙方合作，也從凸顯全球經

濟整合特點的經貿與投資全面擴張中，獲得龐大的利益。雙方

都依賴健全的世界經濟體系、整體穩定的國際局勢，多邊體制

以及維持該秩序運作的法則。

不過在遽然做出結論，認為目前這個新興強權與既有強權

之間因利益一致，而排除進行對抗之前，要牢記的是，以往英國

與德意志帝國也曾擁有共同的經濟利益，但卻仍不免一戰。事實

上，既然中國大陸的成就使其有能力追求其他的利益—國防、

主權、統一及影響力—其與美國所支持的鄰國發生摩擦與衝

突的可能性漸增。中國積弱已久，故中國大陸對國防的定義始於

保護其本土。雖然日本再武裝的威脅目前處於休止狀態，或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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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但由於中國大陸人民對1930與1940年代日本人的暴行餘

悸猶存，因此仍不排除有這個可能。22有人可能認為，中國大陸

要小心翼翼地不顯露出威脅性的言行，以免刺激日本進行軍事

擴張；相反地，中國大陸反倒運用其新的能力與自信在東海向日

本挑戰，而且以民族主義手段嚴厲回應日本日益強勢的國防政

策。

當然，中國大陸更深切且迫切的憂慮是，美國在西太平洋

包括海基打擊武力在內的軍力所構成的危險。蘇聯已瓦解，日

本的擴張主義早已不存在，現在中國大陸希望美國軍力能撤出

該區域。雖然美國擔憂中國大陸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但

中國大陸卻聲稱，既然能發展這種能力，卻不為之，那就是不負

責任。中國大陸也可以反問，若不是意在威脅中國大陸，美國的

軍力何以持續駐留在該區域。

中國大陸的安全觀點並不僅止於防衛中國大陸免於遭受攻

擊，中國大陸對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定義，是可更廣泛地適用於

包括對臺灣的控制。中國大陸實力增強，已使統一臺灣的目標及

防止臺灣獨立的重大使命變得更切實際。自建政以來，中國大陸

即視美國及其海權為其強行統一臺灣的主要障礙。1996年美國

航空母艦駛入臺灣海峽，阻止中國大陸威嚇臺灣時，再度提醒

中國大陸其無力克服這個障礙的事實。雖然中國大陸對於實際

動武奪取臺灣深感不安，但若無此能力為後盾，將無法在海峽

兩岸談判中占上風。雖然誠如先前所提，兩岸關係已有所改善，

但中國大陸仍視美國有意介入臺灣的防衛，違反了中國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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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利益。

除了強力主張對臺灣擁有主權外，中國大陸還宣稱擁有其

他諸多主權。中國大陸已解決或延遲處理大多數的陸上邊界紛

爭，這可能表示由於其戰略焦點轉移至太平洋及其最畏懼的潛

在敵人美國，故中國大陸有意維持穩定的周邊環境。23中國大陸

雖然延遲處理陸上主權主張，但對其海上主權宣示卻是立場更

堅定、更沒耐心且更好鬥，其中最攸關經濟利益與區域安全的，

莫過於對南海的主權宣示。雖然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人並未聲

稱，這些利益的重要順序和控制臺灣與西藏不相上下，但軍方

人士卻暗示，中國大陸的主權處於危急關頭，亦即不只其主權

宣示，而是其主權權利都受到區域內其他國家的干涉。24無論如

何，中國大陸控制南海與和南海鄰國維持友好且具有影響力的

關係，兩者間的利益是相互牴觸的。25

中國大陸的政策聲明持續認定，穩定的國際環境乃以貿易

為基礎的經濟成長之先決條件。當中國大陸的鄰國開始對其實

力存有戒心時，北京便提出「和平崛起」及「和平與發展」等口

號。整體而言，中國大陸明智地運用其日漸增長的影響力，而且

堅定支持現有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而不管其是否合法(或

自認其在定義上是合法的)。中國大陸通常反對經濟制裁與國

際干預，而且經常與美國及其盟邦為了政權更替(例如在中東)和

「保護的責任」(例如在非洲)等議題上意見相左，部分原因在於

中國大陸堅持不干預原則，部分原因則在於保護其與某些既有

政權的關係，以及獲取能源和其他資源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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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德意志帝國、日本帝國，以及老羅斯福領導下貪婪的

美國，中國大陸可說是個自我克制的模範。前述國家殖民他國

以獲取資源(或基於其他理由)，但中國大陸卻依賴發展協助、經

貿影響力、投資，以及優惠的長期供應合約等作為，但並不提出

其政權應如何對待人民等議題為附帶條件。自1980年代經濟開

始擴張以來，中國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紀錄，和美國相較之下，

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同一時期裡，美國對巴拿馬、科威特、波

士尼亞、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與利比亞等國家採取大規模的

軍事行動。中國大陸既不好戰，也不走修正主義或革命路線，事

實上，中國大陸在國際上是保守而節制的。26

中國大陸軍事行動的能力增強後，是否就不再謹慎行事了

呢？目前尚不得而知，因為中國大陸的利益將使其在兩個不同方

向之間掙扎：多邊合作與單邊獨斷路線。中國大陸需要獲取原

料與市場，以維持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因而形成了相互矛盾的

動力。再次強調，中國大陸獲益於健全與受到妥善管理的世界

經濟體制、安靜與和平的國際環境、與遠近國家維持良好的聲

譽、開放與安全的國際水域，以及避免與美國爆發衝突及展開

所費不貲的軍備競賽，而且將持續從中得利。然而，中國大陸經

濟需求的規模和急迫性，導致其尋求單邊利益(如在優惠的長期

能源供應關係)、與坐擁豐富資源的惡劣政權維持良好關係(擁

有石油的伊朗和蘇丹，擁有礦砂的北韓)、甚至威脅動武以支持

其在攸關重大經濟利害關係的紛爭(如南海)中的立場。除非其

他國家都遵守規定而唯獨中國大陸因迴避而受益匪淺之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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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通常支持並遵守規定。

越是鄰近中國大陸的國家，越能強烈感受到中國大陸單邊

強勢行事的衝動。一般而言，中國大陸偏愛擁有全球「軟實力」

(soft power)和區域「硬實力」(hard power)。這是否因為中國大

陸的區域軍力逐漸增強，而全球軍力有所不足，或是因為距離越

近利益就越重大(值得為其一戰)，還是因為中國大陸正尋求某

種程度的區域宰制能力，目前仍不得而知。基於本研究的目的，

重要的是，中國大陸似乎願意且越來越有能力威脅運用武力，

增進並捍衛其在該區域的利益，但這個區域對美國太重要了，絕

不允許中國大陸擁有此特權。雖然19世紀末，英國願意將在西半

球的特權拱手讓予美國，但如今美國似乎不願意讓中國大陸擁

有這樣的空間。這留下兩個問題：哪個強權在西太平洋的軍事

實力更為強大？(見第四章)以及，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西太平洋的

利益與能力互動，是否必然引發衝突？(見第五章)。

我們已確定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對抗及可能爆

發衝突的根源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與美國並行一致

的全球利益，可能舒緩兩者在該區域的緊張關係。誠如前述論

及的美國利益，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東亞以外區域的利益，較有

利於雙方合作。儘管中國大陸批評美國的單邊主義且偏愛多極

的世界，但大體上對當前的全球秩序感到自在且滿意，因其非

常有利於中國大陸的發展。中國大陸與美國擁有共同利益的領

域，包括自由流通的貨物、資本與科技、遏制極端主義、安全無

虞的能源來源與運送路線、降低貧窮、和平解決紛爭以及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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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等。雖然中國大陸經常對美國在東亞以外地區的作為不以

為然—特別是介入他國事務議題—但這並未阻撓兩者在其他

全球性議題上的合作，也從未使雙方瀕於爆發衝突(如前所述，

因為美國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基本上，中國大陸善意配合全球

性議題，並不是對美國略施小惠或讓步，而是其所追求的利益恰

巧和美國一致。因此中國大陸維持在其他區域與美國合作，卻

在該區域內與美國競爭。然而，和美國一樣，中國大陸參與全球

合作及其間的利益，可能抑制其在該區域內的敵意。

然而，誠如前述，中國大陸與美國仍有可能因東亞所有惱

人的熱點(hot spots)爆發衝突：如朝鮮半島、臺灣、南海、東海，

以及其與越南的陸上爭執，而連貫這些特定危險的是，中國大

陸意圖削弱美國的威脅，並追求其區域利益。此外，不論中國大

陸獲取世界資源、進入世界市場及通行世界各大洋，是否意謂著

須達成某種程度的區域霸權，但中國大陸必然不認同美軍駐留

在中國大陸沿海的兵力。由於中國大陸認為該區域內的美軍與

美海軍力量對其利益有潛在的危險，因此覺得有必要挑戰美國

主宰西太平洋的海權，並積極強化其反海軍能力以達成此一目

的。

中國大陸的戰略

某些可具體說明存在於美國對中國大陸戰略的緊張關係，

同樣也能用以說明中國大陸對美國以及對外在整體世界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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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獲取經濟通路與在現行秩序內爭取影響力，及(或)單方面運

用其日益增強的力量。維持平靜的外部環境，或竭力主張中國大

陸的權利與主權聲明；友善對待鄰國，或面臨被孤立的風險，鼓

勵鄰國順從中國大陸的強大勢力；追求與美國修好關係，或削弱

可能損及中國大陸利益的美國勢力與影響力；避免所費不貲的

軍備競賽，或尋求作戰/軍事優勢以嚇阻或擊潰危及中國大陸及

其利益的威脅；依賴美國以及與美國的合作，以維持安全的貿

易路線，或自行建立並部署相關戰力，俾獨力執行此一任務。與

美國一樣，中國大陸將設法就上述選項取得兩全其美。

誠如前述，中國大陸戰略的動力、限制與選項，在東亞與在

全世界是有所不同的。就全球而言，合作較誘人；而在區域內，

競爭則是迫於形勢。距離中國大陸越是遙遠，中國大陸越是沒

有冒險行事的能力和斡旋的餘地。27當中國大陸的安全和主權

利益(如統一及領土主權)面臨威脅時，就比較不樂意由其他國

家來決定結果。當被迫就主權利益進行談判及尋求解決方案

時，即使中國大陸不會要脅動武，也會利用其壯大中的軍力餘

威，影響談判的結果。由於距離越遠，中國大陸的利益與防衛顧

慮較不迫切—例如在中東與非洲—軍力的餘威消失了，因而

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例如中國大陸海軍在西印度洋與美國、日

本、南韓及其他國家的海軍合作，保護國際船運免遭索馬利亞

海盜的危害。然而在西太平洋，中國大陸艦艇卻騷擾上述國家

的海軍。

中國大陸的區域與全球行為差異懸殊，究竟是其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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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能力存在著強烈反差所致，抑或是反映其遠、近利益重要

性不同的戰略考量？答案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中國大陸所發

展與部署的區域軍事能力，比全球軍事能力來得更先進，因為

前者較容易、成本較低、也較迅速，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乃是

邁向後者的合理步驟，而且基於防衛中國大陸本身的考量，區域

軍事能力也被列為較高的優先順序。一般而言，當國家將安全

的定義從本國領土擴大到其海外利益時，其軍事能力也隨之擴

大；當然，若缺乏資源，或對於依賴他國的力量或良善行為，就

另當別論。中國大陸雖然擁有充足的資源，但如果中國大陸可

以指望其他國家(主要為美國)保護其利益，是否仍會大力投資

可在全世界各地駐軍或從事武力投射的能力，則不得而知。

在中國大陸的戰略中，軍隊通常所扮演的角色值得詳加檢

視。當中國大陸努力掙脫赤貧，積極整建基礎建設時，其軍事開

支的優先順序非常低，但過去十年裡，其將軍事能力列為高優

先要務。以往國防支出的年成長率約為10%，相當於其國內生產

毛額的年成長率，但過去數年中，其國防支出的年成長率已超

過國內生產毛額的年成長率，達到18%。其結果是，中國大陸目

前的國防支出相當於東亞各國的總和(北韓除外)。據估計中國

大陸2011年的國防支出為1,300億美元，緊追其後的六個東亞國

家的軍事支出總和為1,280億美元。28假設中國大陸國防支出的

年成長率維持目前的水準，而日本也維持國防支出占1%國內生

產毛額的傳統，那麼在短短的五年內，中國大陸的國防開支將會

是區域內所有國家總和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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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大陸國防支出的數額遠不及美國，然而如果目前

的趨勢持續不變，那麼就絕對與相對數值而言，這其間的差距

將會縮小，如圖1所示。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的軍事投資與

活動絕大多數集中在東亞，而美國則必須滿足全球需求。911事

件後的十年裡，至少40%的國防支出是用於滿足美國中央司令

部的需求；相較之下，第二大經費支用者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大約

只占20%的國防支出。29即使美國的防衛優先要務轉移至東亞，

也極不可能趕上中國大陸未來投注在該區域的軍事經費。粗略

的估計，根據前述國防總數預測，並假設美國33%的國防支出將

用以支援太平洋司令部，而中國大陸66%的國防支出將用於太平

資料來源：James Dobbins, David C. Gompert, David A. Shlapak, and Andrew Scobell, 
Conflict with China:Prp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OP-344, 2011

圖1. 預測至2040年中國大陸、日本與美國的國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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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司令部的責任區，那麼未來二十年，中國大陸用於東亞的軍事

能力與活動經費，將超過美、日兩國的總和。

中國大陸國防支出成長完全是為了整建以太平洋為導向的

能力，其原因不外：以自我防衛為優先要務；一心想癱瘓美國在

該區域的打擊能力；必須支持中國大陸的主權宣示；以及空、

海及武力投射能力所能擴及的範圍越遠，所需費用就越高的簡

單事實(在區域內運用此等能力是負擔得起的；區域外則否)。然

而，中國大陸幾乎完全置重點於區域能力的事實，證實了其傾向

於在區域內運用硬實力，區域外運用軟實力。

誠如美國係以涵蓋其領土並超越其領土之外的利益來界定

其國家安全，中國大陸也可能跟進。和美國一樣，中國大陸依法

炮製其經濟必要手段和全球利益，而兩者不同之處，不僅是兩

者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是處於同一個地理區：自冷戰以來

(以及更早的19世紀期間)，美國從未擔心任何國家在其所在地

區內部署兵力，而中國大陸則非常憂心另一個國家(即美國)在其

所在地區部署兵力。就像以往美國將西班牙、英國及蘇聯勢力逐

出其所在區域般，中國大陸的策略是對其所在區域內的美國軍

力施壓。

然而，中國大陸對美國在東亞的利益，既沒有公然侵犯的

企圖，也沒有明顯的敵意。中國大陸欲鞏固其認定之主權領土

的目標，與其必須與鄰國及美國維持友好的關係呈現緊張狀

態。1990年代區域內國家在南海領教過中國大陸不友善的對抗

行為後，紛紛尋求與美國加強軍事關係。中國大陸於是展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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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攻勢」(charm offensive)，防止美國聯盟勢力更形強固，而自身

陷入孤立情勢。最近幾年，中國大陸又顯露出蠻橫的態度，尤其

是與東南亞鄰國因海上邊界爆發紛爭時。中國大陸對日本、南韓

和臺灣也展現了類似的態度。基於這種經驗，加上中國大陸穩健

推動軍備整建，故西太平洋的重要國家較不受到中國大陸笑臉

攻勢的影響。

由於區域內出現此種政治反彈，而且中國大陸視美國為威

脅，故中國大陸在區域內的策略，不可能像在其他區域般，傾向

於採取遷就他國的軟實力策略。美國在促使中國大陸合作解決

東亞問題上，態度是否始終如一，是否具有創意，將在第五章的

政策議題中再作討論。在當前的情勢下，美國不能假定中國大

陸會停止強化其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放棄以武力解決領土爭

議，或接受美國進駐強大的兵力。

中國大陸強化其區域軍事能力的明顯作為，引發了一個問

題，即這些能力可能達成何種目的。再次強調，並沒有跡象顯

示中國大陸想要征服鄰近的民族國家，而且鑒於東亞的經濟整

合，中國大陸若有此規劃，也是不合邏輯的。追求經濟成長的理

念—相對於「救世革命」(messianic revolution)理念—要求必

須透過貿易、投資以及正確的國與國關係，獲取外國資源的管

道，而且已成功做到。雖然中國大陸與好幾個國家有邊界爭議

問題，而且區域內各國有超過一億的華裔人口，但實在看不出有

什麼理由值得為大規模征服領土的利益，而付出龐大代價及冒

著戰爭的風險。比較可能的情況是，中國大陸為了解決攸關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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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益的領土爭執，諸如達成統一，或確保獲取重要資源的海

上通路等，而對鄰國動用武力；也可能是中國大陸因受到威脅而

動用武力，諸如北韓突然瓦解、北韓核武問題失控，或南韓入侵

北韓。目前無法確定這些狀況會以何種方式呈現，而且中國大陸

軍事介入北韓的利弊得失，也取決於當時的狀況與中國大陸的

目的。

如果中國大陸的戰略選項包括動用武力以達成上述目的，

則共軍必須擬訂與介入該區域的美軍部隊交戰的應變計畫。誠

如之前的討論，一旦中國大陸對臺灣、在南海、在東海對日本，

或對南韓動用武力，則美國的重要利益和承諾將陷入險境。因

此，共軍有能力嚇阻或削弱美國以軍事介入西太平洋，乃是中國

大陸戰略的必要組成要素—再次強調，即使中國大陸並沒有

征服任何鄰近民族國家的計畫亦然。這是中國大陸軍方在政治

領導人的支持下至為重視的任務，事實上，這也是其軍事戰略與

優先要務中的核心任務。此外，即使中國大陸選擇不運用其日益

增強的軍力處理其區域紛爭，但只要美國的打擊部隊仍駐留區

域內，就會強化中國大陸排除此一現存威脅(threat-in-being)的

決心。

在鄧小平主政之前，中國大陸與多半陸上鄰國發生過爭

執，如印度、越南和蘇聯等。自鄧小平主政以來，中國大陸進出

太平洋及更遠世界的重要性，遠勝於在偏僻、未開發的亞洲心臟

地帶劃定確切的邊界。此外，中國大陸崛起已提高統一臺灣的可

行性，雖然中國大陸不希望以武力達成此目的，但有能力為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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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助其獲得充分影響力，進而產生有利的政治結果所不可或缺

的。不論是為因臺灣問題而引爆衝突預作準備，或為確保其擁

有進入太平洋的通道，美國的軍事能力，尤其是美國海軍武力可

能是重大的障礙。除此之外，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打擊力量也可

對中國大陸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吾人可以了解為何中國大陸的

戰略必須為與美國爆發軍事衝突而擬訂計畫及預作準備—這

誠非中國大陸所願，而是迫於形勢不得不然。

有關中國大陸阻撓美國介入的軍事戰略論述甚多，中國大

陸甚至公開宣傳此一戰略，而美國也做了詳盡的分析。30簡言

之，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家認為，共軍嚇阻、削弱或擊潰美國干

預行動的最佳方式，是對美國干預部隊展開迅速打擊或先制打

擊，並儘可能限縮後續衝突的規模—如持續時間、地理範圍、

武器、目標與損害。此一戰略說明了共軍賦予反介入 /區域拒止

能力的優先順序。依中國大陸所見，美國採取干預最可能的手段

是：大型航空母艦。中國大陸為對付美國航空母艦，正著手發展

遠程太空感測器、太空導引系統、攻船彈道飛彈、巡弋飛彈、攻

擊潛艦，以及將所有系統連成一氣的數位通信網路。中國大陸

的準則要求以迅速、猛烈的協同攻擊，阻止及削弱美國部隊。雖

然中國大陸的戰略並不尋求與美國爆發武裝衝突，但顯然是在

衝突似乎可能爆發的情況下，儘早或率先攻擊美國打擊部隊，甚

或對其展開先制打擊。

即便有這樣的能力和準則，共軍並無法阻止美國的軍事干

預，除非(a)美國的政治領導人認為干預的代價與風險太大，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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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得不償失；(b)戰事一直侷限於某個範圍內，而且在美國的全

球打擊能力發揮作用之前即告結束；或者(c)美國甚為依賴的指

管通信系統遭到癱瘓。由於中國大陸目前對前兩項因素並沒有

十足的把握，因其主要操之在於美國，故集中心力想達成第三項

因素。共軍之所以對網路戰和反衛星作戰感興趣，就是因其認

為打敗美軍部隊的最佳，或許也是唯一的辦法，係攻擊美方相

當脆弱的太空及其他模式之指管通信網路系統。(下一章將討論

軍事科技競賽，及其對可能的中國大陸與美國衝突之影響)

一如美國的軍事戰略必須能同時滿足作戰與政治需求，中

國大陸的軍事戰略亦復如此。共軍越是能對區域內國家及美國

部隊遂行有效的作戰行動，將對區域內所有行為者的關係，以

及這些行為者採取瀕於戰爭的行動，留下更久、更深的陰影。此

外，中國大陸也許擔心將引發不利的政治反應，而感受到「手下

留情」的壓力—起碼在動用武力，甚至動用其部署的部隊時。

再次強調，如果鑑往可以知來，那麼我們可看出，中國大陸擴張

及運用其軍事能力的結果，並沒有使區域內國家對其更加順從，

而是適得其反：美國的盟邦和潛在夥伴國對美國強有力的軍事

態勢更感興趣。想必中國大陸某些有識之士會擔心，若毫無保

留地支持共軍以滿足作戰需求，將對中國大陸實現其在區域內

的政治抱負百害而無一利。

除了其軍事層面外，中國大陸的戰略有幾分類似美國戰略

的翻版：為東亞的衝突預作準備，期能因而避免衝突，同時在全

球利益一致的領域中尋求合作。和美國一樣，一旦爆發區域衝



  第三章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和海權 ◄      155154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突，中國大陸也將蒙受重大的經濟損害；同時無疑地也和美國人

一樣，會認為其潛在敵人將基於此一考量而謹慎行事。因此，中

國大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可說至關重要，不僅有利於本身的發

展，而且會強力抑制美國與中國大陸兵戎相向的念頭，尤其是並

未事涉美國的重大利益時。此外，中國大陸將就全球性挑戰—

如禁止核子擴散、反恐、反海盜及能源安全等—與美國進行合

作，只要此等議題符合中國大陸的安全利益，而且代價又不至於

太高。中國大陸也會尋求在國際機構中擁有更高的發言地位，

並接受肩負更重大的責任。鑒於其區域利益，中國大陸必須在

全球性合作政策與區域性強勢政策之間取得平衡，如同美國所

將採取的路線。如果中國大陸在東亞採取好戰態勢，可能毀了

全球合作的前景；而若採取謙和態勢，以擴大全球合作，則將使

得美國有機會威脅及干預該區域，並聯合區域內國家對抗中國

大陸。

雖然以「鷹派與鴿派」(hawks and doves)爭奪或瓜分控制權

的觀點，來解釋中國大陸的戰略及預測其行為是錯誤的做法，

但某個行事模式卻值得注意。雖然共軍全心想維護中國大陸的

安全，並準備因應可能的衝突，但其文職領導人與機構(如外交

部)也對提高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地位，及有助於其達成目標的

改善對外關係感到興趣。關於美國，共軍有責任擬訂因應中國大

陸周邊地帶的軍事應變計畫；至於文職官員則預料將維持穩定

的國際環境，並妥善處理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

複雜關係。此外，中國大陸新一代的企業菁英對於創造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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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貿易、投資與獲取科技的條件，不但甚感興趣，而且也擁有某

種程度的影響力，而美國則於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最後，中國大

陸內部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對於其成就、在國際間扮演的角色

以及與美國的關係，都顯示出強烈的榮耀感、愛國心與民族主

義；諷刺的是，反倒可從經濟合作中蒙受重大利益的中產階級，

每當中國大陸人民引起美國人(或日本人)反感時，通常支持中國

大陸採取強硬的路線。

中國大陸的戰略反映了鷹派軍官、謹慎的政治人物、國際主

義的商人及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等人士的觀點，以及中國大陸全

球與區域利益之間的衝突，故其內容摻雜了溫和與好戰的思維，

讓美國格外不解，正如美國戰略顯然也令中國大陸(及許多美國

人)感到困惑一樣。儘管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但其欲從這些相互

排擠的利益與觀點中，找到一個真正及穩定的綜合體，對中國大

陸以及美國都同樣困難。中國大陸高層官員在引述鄧小平的名

言「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時，將其改成「堅持韜光養晦，積極有

所作為」。31這可能表示，以中國大陸現在的實力，可以在海外有

更強勢的作為，但仍須維持安定的環境，以滿足發展之所需。

由於中國大陸內部存在緊張關係，加上其戰略欠缺共識，

故其作為主要將在於因應來自美國的挑戰與機會。美國若持續

追求中國大陸與美國全球經濟與安全夥伴關係，可能提振中國

大陸內部支持以溫和及多邊方法，處理區域問題人士的聲勢；再

者，如果美國期待中國大陸政治人物(當然不能指望軍中將領)會

支持在其他區域某個強權合作，但該強權又被視為已對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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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及其區域利益構成威脅，那麼就是錯誤的期待。然而，美國若

認為中國大陸戰略更具合作意願，而打算放棄其在東亞安全所

扮演的角色，可能會得到反效果。在分析海權對中國大陸的意

義後，將再回過來討論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戰略在西太平洋的互

動議題。

中國大陸的海權

在馬漢眼中，中國是海權肆虐的對象。馬漢熟讀世界史，知

道中國自15世紀初期以後，不再是個海權國家。19世紀末，英、

日、美和其他國家趁中國內部擾攘不安之際，競相瓜分在中國

的利益。馬漢還以先見之明的口吻說，「長久以來自絕於外的中

國，毫無招架餘地被捲入世界浪潮中，⋯⋯其未來將有大有可

為。」32暫且不論對或錯，馬漢說中國「囿於秉性⋯⋯有股想藉

由展現武力超越其政治作為的衝動。」33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衰

弱、貧窮、脆弱、動亂及閉關自守的中國，完全不具備成為真正

海權國家的先決條件。毛澤東曾要求建立強大的海軍，「以對抗

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且求助於蘇聯。然而，事實上，當時中國大

陸根本不可能成為海上強權：如果說中國大陸因經濟落後，意

圖擁有海軍實力是不切實際的，那麼其孤立的經濟，更使整建海

軍成為非必要之舉。

1970年代，中國大陸水面艦隊配備飛彈的艦艇數量從20艘

增為200艘，潛艦從35艘增至100艘，並且研發了核動力潛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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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88年之前，大約如火如荼推動鄧小平策略時，海軍的地

位仍在陸軍之下，甚至由陸軍將領而非海軍將領擔任其司令員。

雖然其規模名列世界前幾名，但任務以近岸防衛為主，訓練的優

先順序甚低，而且缺乏多項關鍵戰力：諸如海航、反潛作戰、安

靜(存活力高)的遠洋潛艦，以及電子作戰能力。

198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轉而開始邁向海權的長遠目標，直

到2000年代中期，才認定海權是國家，而不僅是海軍的優先要

務。34這二十年間，中國大陸上上下均意識到海權的重要性、致

力於建立海權，而且能力不斷增強，可說大至上與美國從1880到

1900年、德國從1890到1914年，以及日本從1920到1941年的情況

類似。這樣的現象是因為當時正逢蘇聯對中國大陸的陸上威脅

不復存在，加上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以貿易為基礎的成長。再者，

冷戰一結束，原先進駐西太平洋且頗受重視的美海軍部隊，似

有漸以中國大陸為目標之勢。中國大陸在成長茁壯及工業化後，

便有了整建現代海軍與反海軍能力的手段與需求。再次強調，

1996年臺海危機時，美國展現航空母艦的武力挫敗了中國大陸

的意圖後，其政、軍領導人瞭解到，不論是追求統一還是確保整

體安全利益，都需要有阻止美國在區域內威脅或支配中國大陸

的手段。

中國大陸高層的計畫指導載明這個新的「重要戰略方針」。

35《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掃除了以陸上兵力為重的假設，

並表明經費將優先挹注海軍、空軍與二砲部隊。」中國大陸的軍

事優先要務在於「提高奪取制海權、制空權以及戰略反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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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核子嚇阻能力)。」36

現在，中國大陸更為繁榮、強大、更自信、尋求對外發展，而

且依賴海上貿易，那麼馬漢會認為中國大陸是個海上強權嗎？

答案很可能是：還不是。中國大陸解決或擱置其陸上邊界爭議，

使其得以將大量資源從地面部隊轉移至海軍與反海軍部隊。就

戰力與作戰範圍而言，海軍已經從近岸防衛兵力，提升為近海兵

力，而且漸漸成為遠洋兵力，37目前正用維護其在南海與東海的

領土主張及資源權，並參與索馬利亞外海的多國反海盜行動。

海軍經常演練海上整補作業—此乃擴大海權的先決條件—而

且已著手改進其海航兵力的缺點、加強潛艦的靜音措施，以及

積極運用資訊科技。最後這個因素(將於下章進行深入討論)攸

關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C4ISR)與統合反

介入/區域拒止作業的能力。

然而，海軍的主要任務，仍在於保護中國大陸不受美國海

基打擊武力，以及可能重新武裝的日本之危害。而根據美國「國

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最近的研究指出，

海軍「仍然在幾個領域顯露出缺點或力有未逮之處，包括遠洋

大編隊的持續作業能力、與其他軍種進行聯合作戰的能力、指

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防空作戰、反潛

作戰，以及仍須依賴外國供應某些重要的艦艇組件。」38儘管中

國大陸首艘航空母艦備受注意，但卻只是一艘重新整修不起眼

的前蘇聯製航空母艦。中國大陸三艘艦艇部署至亞丁灣也廣受

注意，這是自15世紀以來，中國軍艦首次部署至亞太地區以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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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例子。

儘管海軍的任務及其能力擴及的範圍仍然受限，但似乎大

致上按照19世紀末德國、美國與日本海軍的模式進行演變中：

先是致力於本土的海岸防衛、接著保護領海與船運航路的安

全、接下來保護海上航道與商業利益，最後則從事遠距武力投

射。就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言，以往其海軍首要任務在於使進入其

打擊範圍內的美國航空母艦身陷險境，現在進一步強調以海軍

力量支持中國大陸周邊水域內的主權主張與資源利益；而中國

大陸的論調及其海軍投資顯示，其無意將保護對外貿易航路(包

括油輪航路)安全的任務假手他國海軍—也就是美海軍。39雖

然中國大陸尚未致力於發展全球性海權，但其需求與抱負已擴

及「遠洋」，包括整個太平洋與印度洋。40

中國大陸內部有關海權的辯論顯示，其對海權相關議題與

挑戰有相當深刻的了解，整體而言，其辯論較令人放心，不至於

引起驚慌：中國大陸並未普遍支持馬漢所提的19與20世紀海權

的霸權模式；而是重視以法律為基礎的自由與權利；偏愛和平運

用及開發海洋。此外，中國大陸對於制海與海上拒止的看法似

乎相當務實。雖然中國大陸尋求取得無虞的貿易與資源開發的

通路，但並未忽視美國海權，而且抱持著行為準則、共存與合作

之理念。當中國大陸稱要阻撓其他國家使用這些通路時，指的

是要防衛中國大陸免遭來自海上的攻擊，並將安全範圍擴及包

含其宣示擁有主權的水域。事實上，這個觀點適用於前述有關中

國大陸利益與戰略的區域 全球模式：即在鄰近中國大陸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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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依賴中國大陸力量，必要時動用武力來保護自身利益；但在

此等水域之外，則願意與既有強權合作。

即使中國大陸大致上接受支持馬漢海權論點的經濟立論，

但中國大陸有關海權本身的思維，並不完全符合馬漢的理論。

馬漢認為，要成為全球強權，得先成為全球海權國家，而且發展

海權必須獲得全國一致的理解和共識，而攻擊能力乃海軍的核

心戰力。馬漢也清楚地指出，一個海權國家必須有能力阻絕其

他國家(包括競逐海權的國家)取得無虞的貿易航道與海軍交通

線。對馬漢而言，海權不是領土防衛、區域霸權或合作的延伸；

相反的，是在世界各大洋及為奪取這些大洋而進行對抗與衝

突。

當然，馬漢撰寫《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時，美國根本還不是

個海權國家。然而，在20年內，美海軍就強大到足以在馬尼拉港

摧毀西班牙艦隊、促使英國將其海權的矛頭轉向他處，以及因

環繞世界航行而轟動世界。以生產為基礎的經濟成長、工業化，

以及取得北美大陸的掌控權，成就了美國的海權地位；其貿易

的持續成長、主宰西半球的雄心壯志，以及成為全球強權的決

心，在在驅使其朝海權國家的目標邁進。21世紀初期的中國大

陸與此有些類似：快速的經濟成長與工業化；鞏固對中國大陸的

掌控；極度依賴海上貿易(事實上，依賴程度超過1890年時的美

國)；反對外國海軍主宰其所在區域；而且渴望成為全球強權。然

而，即便中國大陸在構想與能力上朝馬漢的主張發展，也不可能

在西太平洋以外的區域挑戰美國的優勢。美國面臨的問題不在



162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於中國大陸的全球制海能力，中國大陸對此尚力有未逮；而是在

於中國大陸的區域制海能力，因為其已掌握此一能力。

中國大陸軍事和政治領導人發現，海軍部隊在區域內的用

處大矣—比地面部隊強多了—不但可保護國家不受近海的美

國威脅，還可強化中國大陸在南海與東海的主權主張。整建包含

反海軍能力在內的區域海權，乃中國大陸的優先軍事要務。中國

大陸用不著整建大規模的遠洋艦隊，即可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

的海權。由於中國大陸的反海軍能力已逐漸提升與精良，只要善

用先進資訊科技，將擁有癱瘓美國在區域內打擊武力的手段。

有朝一日，中國大陸甚至有能力阻止美海軍軍艦及商船進入攸

關美國經濟的區域，並實質上宣稱某處為其勢力範圍，如同美國

成為海權國家時所採取的作為。

超越區域水域之外，中國大陸海權只不過是個幽微的構

想：只能有限度地投入保護船運免遭索馬利亞海盜劫掠的任

務、沒有能力在公海上挑戰美國，而且實際上是依賴美國確保

能源供應的重要航路及獲取世界資源與市場的通路。誠如前

述，中國大陸必須因應的安全挑戰中，凡與中國大陸相距越遠，

就越傾向以合作方式為之，因此遂形成一個耐人尋味的模式：中

國大陸在遙遠地區(如亞丁灣)與美國進行海上合作的同時，卻

在西太平洋威脅美國的海權。

根據以往的新興強權—美國、德國與日本—的案例，至

少要再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大陸才能應用相關技能、準則、科技

與後勤作業而成為全球海權，當然，先決條件是中國大陸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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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然而，對美國來說，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大陸並不需要

擁有全球海權—亦即擁有一支公海艦隊—即可以其反海軍能

力在西太平洋展現海權。目前中國大陸憑恃制海，或至少海上拒

止，而行使的海權模式，是不需要有「在海上的力量」。雖然馬

漢並未想到這點，但他理應會最先看出中國大陸的攻船飛彈係

海權的特徵，其重要性不亞於馬漢所熟知的主力艦。美國在西

太平洋的海權，也就是美國的利益，不必等到數十年後才會面

臨挑戰，挑戰現在已隱然成形。事實上，中國大陸建設海權的步

調，遠比美國調整其海權的步調還要來得快。

結語：美國與中國大陸海權之互動

如果中國大陸享有美國海權在區域外的好處之餘，卻又打

算在東亞水域建立海上拒止能力，是會遭到反對的。美國不會

也不能允許中國大陸阻止美國進入東亞水域，也不會接受這種

海上拒止意味著將危及美國利益的中國大陸勢力範圍。然而，

中國大陸不會—依其思維模式也不能—允許美海軍無須冒

著風險或遭遇對抗，就輕鬆地控制西太平洋。因此，如果說前一

章描述英、美彼此包容的前例，在此是站不住腳的，反而是英、

德的衝突案例，似乎更適用於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對抗模式。雖

然美國並沒有珍珠港事件之前對日本那般，公然威脅要切斷中

國大陸的重要貿易航路，但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海權對抗有可能

越演越烈，甚至引發暴力衝突。美國顯然有能力、可能也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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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而且又有區域內國家的鼓勵，可粉碎中國大陸以海權對付其

南海與東海鄰國的企圖。一旦中國大陸企圖再度以武力威嚇臺

灣，必要時，美國可能再次向中國大陸展現其強大的打擊武力。

此外，美國的規劃人員及學者專家可能思考對中國大陸進行封

鎖，例如在麻六甲海峽攔截中國大陸的船運，以為強化嚇阻中

國大陸侵略的方法。

基於這些理由，中國大陸雖然不見得會模仿美國在西太平

洋的海權，但似乎很可能意圖加以癱瘓。至於在其他區域，中國

大陸將會接受海上安全合作—此乃其既需要有海上安全，又無

法以單方面行動滿足此一需求的情形下，所選擇的折衷辦法。

對於美國將持續確保從中東通過印度洋，並穿越東南亞狹窄水

域的輸油與其他船運航道之安全，中國大陸或許感到滿意，甚

至欣然樂見，因為中國大陸將可免除重擔，而得以集中資源與海

軍武力，在西太平洋挑戰美國這個恩人兼對手。

關於美國在科技上和政治上能夠且應當如何因應其所處的

這種戰略困境，將在後續兩章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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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有此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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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多。中國大陸每年達役齡的年輕人約有1,000萬人。雖然這個數量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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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事實上，美海軍還根據911事件後的國防戰略，協助「支付」美國地面部隊擴張

及持續進行部署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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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美國與歐洲國家的作為(或支持明顯較寬鬆的制裁模式)。中國大陸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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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技變革

「通信主宰了戰爭⋯⋯通信是戰略、政治或軍事

最重要的單一要素。」            

                                        —馬漢1

網絡化與目標標定革命

馬漢在思考及撰寫海權議題時，海軍的戰力普遍受限，而

且作戰構想取決於火砲射程與目視通信的距離。他清楚了解工

業化帶來的影響—從帆船變成蒸汽船，從木殼到鋼殼—但卻

認為以無畏級主力艦隊為骨幹，一字排開所展現的攻擊能力，

乃海軍欲獲得勝利及成為世界海權的關鍵，而這種想法是可以

諒解的。他在無畏級艦艇被證明是無用之物之前過世(1914年12

月)，在日德蘭海戰中(1916年)，交戰雙方幾乎都未動用這種軍

艦。2諷刺的是，這場可歸咎是馬漢觀念所促成的重大衝突，也

揭開這些觀念核心能力業已陳舊過時之序幕。這些觀念本身能

否超越馬漢與他同時代人士所無法想見的科技變革，乃是攸關

海權的未來，以及美國在西太平洋利益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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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新界定海權的空中與水下作戰新科

技，一開始全都遭到美海軍排斥。當時年輕的尼米茲將潛艇描

述成「朱爾斯˙弗恩的幻想」(Jules Verne Fantasy，譯註：弗恩

有「科幻小說之父」美名)，但他後來對潛艇科技研發與整建潛

艇部隊居功甚偉。3雖然法、德兩國是率先運用與建造潛艇的

先驅，但美國卻是首開先鋒，將航空母艦作為艦隊新核心戰力

(日本緊跟再後)。到了中途島戰役時，航空母艦的優勢所向披

靡—仍維持集中部署，但卻在戰術飛機的航程範圍內—自此

航空母艦遂成為海權的象徵。同樣地，電磁波科技—如無線電

與雷達—大幅擴增了協同行動與攻擊的範圍，而核能則大幅增

加航空母艦與潛艦的巡航續航力，其所具有的強大摧毀力就更

不在話下了。

如同19世紀的科技造就了馬漢所見的海權，但20世紀的科

技又迅速使其全面改觀一般，21世紀初的資訊科技也刻正為海

權的內容或概念，帶來革命性的改變。雖然美國是開創此一新

科技革命的先驅，而且也最能靈活運用其能力與作戰概念，但這

種科技才剛開始對海權產生影響，所帶來的改變在西太平洋最

為明顯，且由於涉及既有(美國)與新興(中國大陸)海權的興趣及

能力，故這在西太平洋產生影響也最為重大。

在軍事事務中，特別是海軍事務中，資訊革命一般可分為

兩類。雖然兩者的核心科技相關聯，但兩者的意涵截然不同—

甚至存在著緊張關係—以至於可以而且在此也將視其為雙重

革命。這種雙重革命的對決將影響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海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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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過程與結果。儘管面臨中國大陸的挑戰，但美國是否及如

何能夠維持在西太平洋的海權，主要仍將取決於美國的科技策

略。

拜數位通信與衛星之賜，電腦網絡連結使分散各地部署的

部隊卻能整合在一起，既可提高部隊的效能，又能降低遭攻擊的

可能性。由於網絡中的任一節點—任何單位、感測器、載臺、武

器或人員—不論位於何處，都可與任一以及每個節點共同運

作，4效能因此大為提高。當敵部隊欲標定我方分散部署的部隊

時，面臨了更複雜的狀況和更廣闊的範圍，則我方部隊遭受攻

擊的可能性就會降低。通信的有效距離和武器的射程越遠，則

更分散部署，但猶能整合整體兵力：主要作為商業用途的資訊

基礎建設，事實上正可破除全球通信的障礙，而且資訊科技能

擴大武器的射程，而準確度卻未曾削減。在海軍領域，由於理論

上武器的射程可達全球每個角落，因此馬漢強調集中艦隊以達

成集中攻勢兵力的主張也不具意義。網絡連結除具有將相距遙

遠的部隊連成一氣的優勢外，還使各軍種與所有領域的部隊—

包括陸、海、空、太空及網際空間的部隊—都能分享資訊並共

同作業，而使作戰成效產生加乘效果。

此外，資訊革命也提高了搜尋與追蹤目標的能力(即感測能

力)、整合來自不同感測器資料的能力(資訊融合能力)，以及將

結果回饋給任何武器系統的能力(偵攻一體的能力)。再者，資訊

科技可運用「外掛」(off-board)的導航系統(如全球定位系統)導

引武器，而降低精準武器的成本；因此，打擊部隊更有能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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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起以足量的武器達成其任務。5當打擊部隊與先進的指管系統

網絡連結時，由於處理大量資料與成像技術可強化人員的決策

能力，因而提升目標標定的效能。科技使得海軍部隊的殺傷力更

甚於以往，使得海軍部隊集中的重要性不若以往。

由於先進目標標定技術的目的在削弱或摧毀敵部隊，而欲

強化存活力的敵部隊也以網絡連結，故兩者形成競爭態勢。因

此，在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同時在網絡連結與目標標定能力占上

風的部隊，將擁有決定性的作戰優勢(假設其電腦網絡未遭敵方

網路戰之破壞，後續將立即討論此議題)。目前，美軍部隊擁有

這雙重優勢，尤其一旦在西太平洋與中國大陸部隊爆發世人預

期的「高強度」(high-intensity)作戰時。

誠如上一章所述，雖然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需求

與作戰構想各有不同，但雙方都想藉由先進的網絡化能力降低

部隊的弱點，並提高作戰效能，同時藉由先進的目標標定技術

提高敵部隊的弱點，並降低其作戰效能。這兩種科技對海權產

生的重大影響不亞於任何軍事領域。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競爭及

這兩項革命的角力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其結果仍晦暗不明。

美海軍優缺點

再次強調，美軍在運用資訊科技上，遙遙領先世界各國軍

隊。若在西太平洋遂行作戰，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可藉由聯合指

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將其所能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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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部隊，不論當時位於何處，全部整合起來。各部隊使

用的感測器，不論是由美軍或美國情報機構操作，可提供極佳解

析度、涵蓋範圍廣闊且即時的資料。經網絡連結，來自各感測器

的資料在經過融合及分析後，將提供各部隊以精準武器遂行目

標標定，如此所達成的綜合效應是，美國的打擊與遠征部隊擁

有無以倫比的速度、戰所能及的範圍與殺傷力，亦即作戰優勢。

由於美國各軍種都能請求整體聯合部隊之支援，故而都是其所

屬領域的佼佼者。

在實戰中利用這些能力所面臨的困難不應被低估，人員與

機構為能充分運用這些革命性的新科技，總會遭遇諸多挑戰—

回想航空、潛艦與精準導引彈藥的問世狀況，都需要有訓練精

良的人員、靈活的指管、流暢的戰術及無罅隙的軍種協調。美國

陸、海、空軍士兵多年以來至今仍持續學習及演練這些科技，並

將其應用於作戰中。雖然仍存在著包括網路戰在內的新問題，

但持平而論，不論在運用以資訊為基礎的能力，或精通這些能

力所內建的科技上，美國部隊都居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美海軍和任何軍種都同樣積極運用這種雙重革命。各國海

軍長期以來都依賴某種形式的網絡連結，俾專精封鎖、海上航

道保護、水面作戰、岸轟，以及近代的防空作戰、彈道飛彈防禦

與反潛作戰等任務。以往海軍只能在最短距離內進行最低資訊

量的通信—如旗號、燈號、短距離無線電話—故必須在近距

離內實施協調作業(因此馬漢提出了集中原則)。有了數位科技和

人造衛星後，海軍通信距離、容量和速度都可大幅度提升，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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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一支真正網絡相連且效能更佳、更不易受攻擊的部隊。此

外，武器精準度提高而成本卻降低，得以提高預期中的效益，每

一武器載臺的打擊潛力也隨之倍增。6

目前美海軍在西太平洋及全球所擁有的優勢，並非來自於

其規模—事實上其規模正在縮小中—而是來自於每個載臺的

打擊潛力、每項武器的殺傷力、每個感測器的功能，以及所有這

些要素的整合功效。如果說，在馬漢的時代，英國海軍的戰力大

於緊追其後的兩大海軍之總和，那麼目前網狀化的美海軍之打

擊力，則大於所有其他海軍的總和。

再次強調，西太平洋所存在的問題，不是中國大陸正在模

仿美海軍，而是其刻正運用現有科技，以削弱美國在西太平洋

的制海能力。儘管美海軍享有領先地位與諸多優勢，並不因此

而自滿。但制度變革通常跟不上科技改變，尤其是當某個機構領

先其競爭者時。美海軍雖然看到了問題，但卻陷入強化現行艦

隊的素質，或建立一支嶄新的艦隊之間而左右為難。一般機構

在面臨改變的壓力時，普遍有抱殘守缺的傾向，誠如卡瓦約拉

(Lawrence Cavaiola)提醒世人的，美海軍將領曾堅持要在「莫尼

特號」(Monitor)裝甲砲艦上裝設風帆—以備不時之需！

美海軍努力設法跟上其所必須滿足的全球需求，同時在面

對中國大陸時，也須保持在資訊運用上的優勢。由於美海軍在

各區域所肩負的責任加重，而軍艦的造價卻節節高漲，因此網路

化將可彌補美軍艦隊規模有限的缺點。7在東海這個海上貿易群

島水域，美海軍必須能確保海域的安全、備便因應從朝鮮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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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至臺灣直到南海範圍內的緊急事故，以及在中國大陸目標

標定能力提升的情況下，仍有能力進行作業。由於美海軍每艘

軍艦的戰力更強、所有軍艦均以網絡相互連結，加上艦載武器

的準確度提高且射程加大，中國大陸欲將美國海權逐出該區域

實非易事。

然而，誠如前一章所述，美國在西太平洋海上武力的水面

組成兵力已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事實上，還有另一弱點，即

美國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很容易

遭受網路攻擊的危害，稍後將就此加以討論。)儘管美海軍有能

力分散部署部隊，並以網路加以連結，但航空母艦仍然是海軍

有史以來集所有傳統打擊戰力於一身的產物—馬漢理論的極

致。即使海航兵力的航程是海軍火砲射程的數倍，為發揮密集的

摧毀力，仍然有必要將其集中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

金氏(Ernest King)上將的反對下，海爾賽(“Bull” Halsey)上將曾

堅持航空母艦應以聯合部隊的方式對付日本航空母艦。8

如果網絡化革命可能降低航空母艦的重要性，那麼目標標

定技術革命可能使其更無力招架攻擊。儘管美海軍具備優勢，

但若於西太平洋與中國大陸展開大規模作戰，其打擊力量的核

心遭癱瘓，甚至遭摧毀的風險將日益升高。只要美國海權等同

於航空母艦的戰力，而且對防衛美國利益與擴大美國影響力至

為重要，則美國防止中國大陸侵略及阻止東亞地區出現中國大

陸勢力範圍的能力，將可能逐漸降低。然而，由於網絡化與目標

標定革命正在創造航空母艦的替代戰力，故航空母艦所面臨的



176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威脅，不見得意味著美國在西太平洋海權的式微。至於是否及如

何尋求航空母艦的替代戰力，可能是美海軍戰略家與領導人面

臨的最困難及最棘手的問題。

中國大陸的優先要務、能力和潛力

雖然在運用資訊科技上，美海軍與其他軍種遙遙領先共

軍，這並非美國先天擁有科學或工程優勢所致，9而是因為美國

占了先發的優勢。由於此一科技突飛猛進，而且透過全球市場迅

速擴散中，因此中國大陸將可望縮小其落後的差距；此外，此等

科技使海上拒止變得更容易，制海則變得更困難，起碼在西太平

洋是如此，因此其海軍毋需與美海軍勢均力敵。科技發展趨勢

對目標標定的助益勝過存活力，因此有利於中國大陸，而對美國

不利。

過去中國大陸有關資訊科技軍事用途之理論著述，顯露出

其對此種科技的了解相當膚淺，但現在其在內容深度與精進上

都已非吳下阿蒙。10雖然其中不乏抄襲之作，但抄襲證明是這種

科技擴散的有效途徑，而並非意謂機械式或膚淺的模仿。美軍

目前非常重視中國大陸在這個領域的思維。首先，中國大陸規劃

人員了解到，軍方乃是商用資訊科技的受益者，中國大陸的市場

占有率不斷擴大，而且在需要自行研發的領域越來越具有競爭

力。中國大陸遵循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從單純的組裝開

始起步，漸次跨足微小組件，然後製造次系統，目前則已能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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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統合系統，例如高能運算、通信與太空系統。在新軍事系

統方面，中國大陸正縮減來自俄羅斯的進口，改由自行生產此等

系統，因為俄羅斯的資訊科技已落後中國大陸。在全球市場與

激增的收益支持下，中國大陸的資訊工業一片欣欣向榮，連帶

也提升了共軍的資訊戰力。隨著中國大陸科學與數學教育的長

足進步，加上對高科技高價值工業的龐大投資，美國在資訊科

技上的商業優勢將不保，而共軍運用科技的能力將和美軍不相

上下。

中國大陸幾乎在網絡化與目標標定革命的所有面向，都持

續進步中，包括：

● 資料處理。
● 數位通信。
● 所有類別的感測器(電磁、光學與音響系統)。

● 感測器的融合。
● 武器的微型化、精準度與射程。
● 太空感測、導航與通信系統。
● 干擾與反干擾技術。
● 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網絡。
● 電腦網絡攻擊與利用(網路戰)。11

然而，中國大陸了解，除非對使用科技的人員進行相對應的

投資，否則科技本身並無法提升作戰效能，進而確實達到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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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的目的。12就像美軍一樣，共軍目前甚為重視人員素質、招

募、留營、教育，以及訓練等問題，不僅著重訓練技術，也強調有

效使用這些科技的能力。中國大陸《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要求提高人員精進複雜系統、戰略計畫作為、管理、法規標準、

政策制度、保養和聯合作戰等能力；並要求採行最佳教育措施，

例如設立專業訓練指揮部及西方發展的遠距教學。13隨著中國

大陸在全球資訊科技市場的占有率逐漸增加，共軍可從業界的

大批人才中擇優任用，雖然人員招募是個問題(美軍也一直有此

問題)。而共軍有所不足之處，如缺乏高素質士官的問題，其本身

知之甚詳，而且有意加以改進。14

共軍也和美海軍一樣，正在發展一支「網狀化艦隊」(惟落

後美海軍甚遠)，並有意將其整合至網狀化聯合部隊中(還包括

空軍和飛彈部隊)，15其最優先要務是鏈結海軍與反海軍戰力，

包括陸基飛彈與空中武力。這支部隊的任務及作戰所及範圍反

映了前一章述及演進中的中國大陸軍事戰略：從保衛國土到確

保濱海水域安全，到有能力強化其主權主張，乃至打破美國控

制西太平洋的局面。因此中國大陸的安全範疇正從其近岸水域

擴充至第一島鏈，再至第二島鏈。在此一演變過程的初期階段，

共軍的感測器只能在戰術範圍內進行偵測，其通信鏈路為光纖

材質(使用先天比較安全的陸上及濱海海床電纜)，而且各軍種均

獨力作業。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目標標定的範圍延伸進入太平洋

後，開始重視太空感測器、導航與通信能力，以及聯合效能。

中國大陸正應用資訊科技解決諸多軍事 作戰挑戰，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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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建立「擊殺鏈」(kill chain)，俾對日益遠離中國大陸

的美軍部隊進行目標標定：

● 太空及其他遠程感測器逐漸擴大太平洋水域的掃描

範圍，以找尋美國打擊載臺的行蹤，尤其是航空母

艦。

● 將感測器資料加以融合、處理、分析及分發。
● 一旦發現目標後，立即展開追蹤。
● 由指管系統指派攻擊目標的武器。
● 以外掛的太空全球定位與導航系統強化武器導引效

能，並降低其費用。

● 以終端歸向，包括機動彈頭強化武器的殺傷力。

雖然中國大陸想將擊殺鏈擴大延伸至太平洋的程度為何仍

有待觀察，但其最直接的目標是超過航空母艦艦載打擊機的航

程，如此一來也可將美國在區域內的前進空軍基地一併納入其

攻擊範圍內。中國大陸的中程彈道飛彈及陸射巡弋飛彈已經有

能力攻擊距中國大陸2,000公里範圍內的美國航空母艦(及陸上

基地)，16還有新型長程戰區打擊系統、射程達4,000公里的傳統

彈道飛彈、17配備長程巡弋飛彈的改良型中程轟炸機，18以及規

模擴增中的靜音攻擊潛艦艦隊加入服役，將大幅增加共軍的殺

傷半徑。

共軍集中資訊科技以遂行反海軍任務的能力，正由以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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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優先發展獲得補強：

● 彈道與巡弋飛彈計畫，美國國防部描述為「就質和量

而言，是世界上最積極的飛彈發展計畫。」19

● 一支現代化的潛艦艦隊(見下述之討論)。

● 用以削弱美國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

偵察網路功能之網路戰能力。

● 反衛星能力，用以摧毀美國指揮、管制、通信、電腦、

情報、監視與偵察所賴以運作的衛星。

整體看來，中國大陸軍事投資與作戰戰略之重點，顯然在

於一旦區域紛爭惡化成暴力衝突時，能提高美國介入對抗中國

大陸所付出的代價。雖然中國大陸原本係聚焦於臺灣的緊急狀

況，但目前已將其目標一般化。

共軍建立擊殺鏈是一回事，但能否發揮所望之功能，則又

是另一回事，否則軍事指揮官和政治領導人在面臨失敗的重大

代價時，或許沒有充分的信心採取行動。技術與作業技能是極

重要的因素，是無法一蹴可幾的。共軍對網路戰與反衛星能力

有極濃厚的興趣，主要是中國大陸認為其藉由削弱美國指揮、

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的效能，將可抵銷目標標定

美國打擊部隊時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即使如此，共軍必須要有

把握，假設美國以牙還牙回敬中國大陸的作戰行動，那麼在你

來我往的網路戰與反衛星作戰中，美國蒙受的戰力損害將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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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本身來得嚴重。

總之，中國大陸正乘著目標標定革命的浪潮，期能癱瘓美

國的打擊載臺、此等載臺賴以發揮功能的指揮、管制、通信、電

腦、情報、監視與偵察，以及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

視與偵察賴以運作的衛星。這三項能力都是美國遂行作戰的關

鍵要素，而且都很難保護使其免於受攻擊。隨著海軍及其他部隊

已在整個區域內執行任務，越來越需要透過網絡連結使這些部

隊既能分散部署又能統合作業。軍事資訊革命的一般模式是，

相關的投資與改革所費不貲並具顛覆性，而且通常聚焦於強烈

的作戰需求。目前，對美國而言，優先要務在於使美國部隊更不

易招致攻擊；但對中國大陸而言，則是在於使美國部隊更無力招

架攻擊。

不論是從事網絡化或目標標定，中國大陸與美國都是在

尋求正確的指管方法：集權(centralized)或分權(decentralized)

原則。傳統上，共軍比美軍更強調集權 垂直管制，資訊即時

分享、聚集及顯示(在美軍術語稱為「共同作戰圖像」[common 

operating picture])能提供位在「中心」的指揮官有關作戰前緣之

動態，前所未有的完整、精確與即時的全貌。這將招來過度的干

涉，並與網路化提供的水平協作效能牴觸。另一派人士則認為，

網絡化允許分權式指管，而目標標定也需要此種指管模式：以達

成偵攻整合(sensor-to-shooter integration)，在前緣地區採取主動，

以及在概括性指導範圍內擁有自由行動的餘裕，有能力因應瞬息

萬變的複雜狀況。如果中國大陸尚未能解決「分權的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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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集中的迫切需求」之間的角力，但至少了解箇中問題。20資淺

軍官通常比資深軍官更理解集中化所隱藏的危險，在作戰期間

資深軍官仍習慣且想積極地遂行管制。因此，中國大陸可能會

朝分權化發展，俾能有效運用新科技目標標定美軍部隊。

中國大陸的潛艦雖然因為通信能力受限，難以進行網絡

化，但亦可運用相關科技的進步，對距離中國大陸越來越遠的

美國水面打擊部隊進行目標標定，其海軍刻正著手以較小型、存

活力較佳且有能力遠離中國大陸作業的潛艦，取代規模龐大，

但卻老舊、吵雜且易受攻擊的海岸防禦潛艦艦隊。雖然中國大

陸可望更倚賴潛艦擔綱戰略核子嚇阻兵力，並提升反潛潛艦的

戰力，但其主要任務仍是反航艦作戰。中國大陸將部署核動力

攻擊潛艦，以及先進、靜音且造價相對低廉的柴油潛艦。美國專

門研究中國大陸與海權問題的頂尖分析家，將中國大陸潛艦描

述為西太平洋美國水面艦隊「當前最頭痛的問題」。21鑑於中國

大陸發展這些潛艦的用意，可想而知，潛艦將配備大量的反水

面飛彈。這些飛彈與中國大陸的攻船飛彈目標相同，致使美國

水面艦無力招架攻擊的問題益形嚴重。對於中國大陸積極發展

的長程監視、感測器融合、追蹤能力提升、精確的導航與導引系

統，以及統合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等能

力，這支兵力都可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22

在部署潛艦與攻船飛彈的同時，中國大陸也正建立一支現

代化的水面艦隊，但這支艦隊是否作為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海

權的骨幹，目前仍不得而知。即使擁有大型現代化的水面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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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也不可能在區域內達成真正的制海，因為這支艦隊容

易招致美國多重打擊能力的攻擊。中國大陸也不能靠這支艦隊

遂行海上拒止，因為潛艦與陸基飛彈的成效較佳，而且顯然也

比較不易遭受攻擊。此外，中國大陸海軍要累積數十年的投資

和經驗，並建立一系列的海外基地，方足以在太平洋的遠洋水域

與美海軍匹敵，更遑論要在全球各水域與美海軍抗衡。吾人必

須假設，基於本身在研發遠距目標標定上的進展，中國大陸應可

想通，在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建立一支傳統的水面艦隊後，這種艦

隊的存活力是很令人質疑的。

中國大陸建設水面海軍兵力，並非想以其海權取代美國在

西太平洋的海權，而是另有目的。首先，是以攜帶反水面飛彈的

軍艦補強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雖然這些軍艦比潛艦和陸基飛

彈更容易遭到攻擊並因而遭摧毀，但卻可使美海軍面臨的威脅

變得更加複雜。第二個目的是，以這些軍艦強化其在南海和東

海的主權宣示。如果美國不以海軍部隊介入，那麼中國大陸確實

可望與日本的海上武力相較量，並且凌駕在東南亞諸多鄰國之

上。第三個目的是，參與維持海上安全的任務—例如防範海盜

劫掠—以確保其行經如印度洋與麻六甲海峽的遠處海上樞紐

航道與各制扼點之安全。中國大陸可單邊或多邊方式執行此任

務，或與其他國家(如印度與美國)以心照不宣的方式分工合作。

第四，中國大陸了解展現實力的價值—承平時期、因應救災以

及危機期間—乃為提升地位與將影響力擴大至整個東亞及其

以外地區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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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採購、建造及部署航空母艦的進程，引起區域及

全世界的密切注意。中國大陸將須花上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建

立幾個現代的航艦戰鬥支隊。23此外，鑑於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打擊能力有限，且容易招致攻擊，故中國大陸若欲以其航空母艦

攻擊美國航空母艦，實為不智之舉。如果中國大陸將發展反海

軍能力的資源，挪作發展航空母艦之用，美國應當感到慶幸，不

過諷刺的是，美國本身也非常依戀航空母艦。中國大陸的目標

是至多擁有三艘航空母艦，24而其用途似乎與水面艦隊整體的用

途一樣：對牽涉中國大陸利益的海上紛爭發揮影響力；促進海

上安全；讓其他國家印象深刻。由於極少有國家擁有航空母艦，

故航艦遂賦予某種強權的光環，雖然在其弱點變得既嚴峻又明

顯後，此種光環可能會褪色。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投注於發展航空母艦與其他水面艦的

心力，還比不上其研發目標標定美國艦隊的努力。中國大陸有數

個新型級的軍艦可執行防空及反水面作戰任務，但每個型級只

建造少數幾艘。25此外，海軍將擁有一支由配備飛彈的小型先進

攻擊快艇組成的龐大部隊，藉著以量取勝，可能比傳統軍艦構

成更嚴重的海上拒止威脅。26提升兩棲艦艇的性能也一直是共

軍的優先要務：雖然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在臺海衝突中執行任務，

但中國大陸的相關著述指出，登陸其他島嶼也是可能的任務選

項。

中國大陸可能要數十年時間才能整建一支類似美國海軍的

兵力—中國大陸可能會認為不值得花這樣的錢。但美國不應當



  第四章 科技變革 ◄      185184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因為中國大陸對是否建立一支傳統的公海艦隊舉棋不定而感到

高興，因為這樣的艦隊不會是美國海權在西太平洋的主要挑戰。

共軍能迅速且有效地執行被賦與的使命才是更重要的：反介入、

海上拒止及恃強欺凌中國大陸的海洋鄰國。中國大陸正利用目

標標定科技快速朝這些目標前進，雖然美國在這類科技上仍然

大幅度領先，但卻很難長久維持此一優勢。

即使中國大陸部署了新式飛彈系統、潛艦及水面艦，但對

美國在西太平洋海權在質上構成嚴重的新挑戰者，卻是中國大

陸發展日益穩健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

網絡—反介入/區域拒止的中樞神經系統。中國大陸仿效美國，

積極發展及運用先進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

偵察，以提升其部隊的作戰效能。《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對共軍在運用資訊科技方面的進展有精闢的評估：

信息系統建設取得長足進步，後勤和裝備保障業務信息系

統得到推廣運用。指揮控制系統與作戰力量和保障系統初步實

現互聯互通，命令傳輸、情報分發和指揮引導更加快捷高效。

(筆者對此加以強調)

綜合考量所有因素，美國不應假設其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海

軍或其他部隊作戰效能並降低本身的弱點，是他國無法超越的

優勢。科技差距的確存在，但隨著中國大陸在當前開放、熱絡的

全球資訊科技市場中的競爭力增強，這種差距正在縮小中。人員

素質、教育和訓練也存在著差距，但中國大陸已將改善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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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列為優先要務。美軍已率先著手修訂老舊的指管準則並創建

聯合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但中國大

陸也知道必須展開哪些作為。早在中國大陸推動軍事「信息化」

的前十年，美軍就已「轉型」邁向網絡化作戰(兩者基本上是同

一回事)，但在爾後大部分的時間裡，美國的注意力與資源被轉

移且挪用到反恐、反叛亂作戰，以及長時期的軍事占領上。中國

大陸則持續聚焦於癱瘓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此外美國目前

依賴少數幾艘大型航空母艦的集中打擊力量，而中國大陸則強

調運用網絡化與目標標定革命的能力。

當前趨勢的意涵

美國欲保衛其航空母艦、區域內基地和其他打擊載臺反制

中國大陸的彈道飛彈，可說面臨諸多嚴峻的問題：以等量的資

源而論，中國大陸所能增加的攻擊飛彈數量，將凌駕在美國擴

大攔截此類飛彈的能力之上。27此外，根據共軍的論著，中國大

陸的網路戰與反衛星戰力旨在破壞美國的指揮、管制、通信、電

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進而嚇阻、遲滯、削弱或擊潰美國

在西太平洋的介入行動。28

如果當前的趨勢持續下去，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美海軍與

其他部隊都將面臨風險—例如因為北韓瓦解而與中國大陸發

生衝突，或南海爆發危機。上述美海軍水面艦隊存活力下降的趨

勢，存在著多重意涵。共軍將更有能力削弱、遲滯、擊潰或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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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介入行動，以及防止美國對中國大陸發動攻擊。由於美國

的介入行動較不可能成功，甚至較不可能發生，因此中國大陸與

當地國家因領土或資源爆發衝突時，更有機會占上風，因而極可

能恫嚇得逞。如果美國將部隊撤出共軍日益擴張的勢力範圍，固

然可提高這些部隊的存活力，但卻會降低其介入或影響區域事

務的能力。如果美國選擇承平時期維持水面部隊前進部署，而

在中國大陸升高威脅時自危險地區撤出這些部隊，則在危機時

顯然將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不論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部隊是撤出中國大陸反海軍的作戰

半徑之外，或是留在其內並更容易招致攻擊，包括美國長期盟

邦在內的中國大陸鄰國，將承受更高的危險、更缺乏自信，或許

還更可能屈服於中國大陸的壓力，因而危及美國的利益。這種

發展可能終將形成前述定義的中國大陸海上拒止能力以及霸權

勢力範圍，另一種可能性是，這個重要區域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

享有的秩序與和平將就此崩解。上述情況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

的海權所要防範的不良後果。

即使中國大陸無心稱霸，上述之利益幾乎確定將促使中國

大陸持續從事可能獲致此種效果的作為。最起碼中國大陸保衛

領土的需求—中國大陸內部一致認定的重要使命—會促使其

將美國航空母艦逐出打擊中國大陸的範圍之外。既然中國大陸

有能力挑戰駐留西太平洋的美軍部隊，倘若認為中國大陸會容

忍美軍盤桓在鄰近地帶，而且一旦戰爭爆發也意圖對中國大陸

發動攻擊，那將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除了保衛領土外，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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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在解決涉及領土主權主張(臺灣和南海)或安全議題(朝鮮

半島)的區域紛爭時能占上風，並將首要的安全提供者美國逐出

該區域之外。隨著中國大陸實力日益壯大，美國只能認定其在西

太平洋海權所面臨的挑戰將與日俱增。

要獲取並維持進入遠方地區的通路，原本就比該區域內某

個能力卓越強權要阻絕此一通路來得困難。中國大陸對長程感

測器、飛彈與潛艦，以及這些武器系統操作人員的投資，將獲得

源源不絕的收益，但美國持續對傳統打擊部隊的投資，對美國

利益的助益卻逐漸遞減，美國承受改變投資策略的壓力刻正步

步升高中。

美國的反應

美國的戰略家可能認為，美國所具備某些原有的科技優

勢，將可在西太平洋與中國大陸的海權對抗中占得上風，其實大

謬不然，因為中國大陸在全球市場銷售這些科技時，展現了越

來越強的競爭力和效率。美國的新優勢反而在於更聰明地運用

資訊科技—要比以前聰明，比共軍聰明。

地理與科技的不對稱性，傾向於使中國大陸的處境優於美

國。美國必須將武力投射到1萬浬外的區域，而中國大陸只須在

其所在區域阻止美國遂行武力投射即可。此外，中國大陸目標標

定所遍及的範圍與發揮的效果可逐漸「在程度上」(by degree)有

所提升，而美國則必須從事「性質上」(in kind)的改變，因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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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打擊載臺易受到攻擊。目前中國大陸已具備對美國海權進行

目標標定並阻撓美國武力投射的能力，而且正持續且快速地進

步中；相形之下，美國目前所依賴的水面艦係資訊革命之前的產

物，雖然資訊科技可用以強化這些軍艦的效能，但其速度慢、數

量少、易被察覺，而且打擊範圍有限，故易受攻擊—而這些物

理特性是科技所無法排除的。因此，如果中國大陸和美國以當

前的投資水平各自精進能力，那麼中國大陸提高其目標標定能

力的成效，將勝過美國維持其打擊力量存活力的成效。

這並非表示，美國對此問題習焉不察。先前提及美海、空

軍合作研擬的空海整體戰戰略，其目的即在對付反介入 /區域

拒止—此係全球作為，但心中懸念的卻是中國大陸與西太平

洋。29此種統合作為類似1980年代美陸軍與空軍為反制蘇聯裝

甲兵對北約的威脅所研擬的「空陸整體戰」(Air-Land Battle)。

當時美國及其歐洲盟邦認為，靜態的前進防衛與升高核武態

勢都不是因應此類威脅的可行辦法，作為替代方案的空陸整體

戰，要求陸軍與空軍在作戰以及現代化過程中，進行更有效的通

信及更密切的合作。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要求—即遂行深度

打擊。空陸整體戰利用美國先進的監視技術以及優勢的精準武

器、巡弋飛彈和匿蹤技術，深入打擊蘇聯前線的後方地區。北約

毋須加強靜態前進防衛能力或訴諸核武，即可更深入攻擊後方

的蘇聯戰鬥部隊與支援梯隊，進而削弱其整體攻擊能力。面臨

新形式的美國空中武力，蘇聯並無有效的防衛能力，因而拿不

出真正的具體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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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整體戰基本上和空陸整體戰相同，因其旨在因應前進

防衛逐漸不可行，以及世人逐漸厭惡戰略升高的做法，但其遠

較空陸整體戰更先進，因其利用了網絡與目標標定革命。拜數

位通信之賜，現在不但遂行統合作戰的可能性大增，而且遂行

更遠距、更精準打擊的能力也大為提升。但空海整體戰的優點

不僅止於作戰整合：和空陸整體戰一樣，其基本上旨在對敵部隊

及支援系統遂行縱深攻擊；此外，也可運用動能與網路武器遂行

此種攻擊，而攻擊的目標從實體部隊與感測器，乃至使這兩者運

作的電腦網路。

在作戰上，空海整體戰將對中國大陸構成嚴重的挑戰。然

而，揮之不去的問題是：此一作戰模式能解決美海軍部隊易遭

攻擊，以及因此導致美國在太平洋海權日益式微的問題嗎？目前

答案仍不明確。只要空海整體戰依賴的是少數前進部署、速度

慢或靜止的打擊力量之集合體—航空母艦與位於該區域內的

基地—那麼在面對須大膽回應的挑戰時，空海整體戰可適度

提升戰力，然就更全面的科技與地緣戰略形勢而言，空海整體

戰或許有必要，但卻有所不足。

空海整體戰所引發的另一個戰略問題是，其是否將使美國

過度依賴先制攻擊或升高緊張態勢。當然，對中國大陸目標及其

打擊能力發動打擊的時間點，應落在這些戰力被用以癱瘓美國

部隊之前。這促使美國有股強烈的欲望，想比在原先選定的時

間之前，提早展開攻擊。此外，空海整體戰可能引發情勢不安，

因為中國大陸會想在其戰力遭美國先制攻擊削弱之前，先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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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攻擊，而且由於中國大陸擊殺鏈的許多組成要素位於其境內，

攻擊這些目標將會升高戰局。當然美國不應當排除攻擊位在中

國大陸境內且可用以打擊美軍的共軍戰力，而威脅採取此一行

動，將可強化嚇阻力。但就戰略和政治觀點而言，相較於別無他

法，只能逐漸依賴這些選項—甚或依賴先制打擊，擁有升高戰

局的選項是有很大的不同。

即便美海、空軍能加以整合，而且擁有及早對中國大陸反

介入/區域拒止能力進行縱深攻擊的選項，但因為前進部署部隊

的存活力下降，美國仍必須逐漸依賴航程較遠且較不易被觀測

的載臺。這種改變的幅度有多大，是美軍，尤其是美海軍面臨的

最重要問題之一。30除非部隊容易招致攻擊的問題獲得解決，否

則美軍事戰略將承受高度的壓力，強調升高情勢之威脅俾嚇阻中

國大陸。然而，誠如前述指出，美國不希望在其設法貶低核武在

作戰中的角色之際，卻訴諸核武作為威脅；況且中國大陸當然擁

有能夠捱過美國第一擊，以及制壓美國飛彈防禦的第二擊核武嚇

阻反擊部隊。隨著中國大陸發展戰略網路攻擊與反衛星能力，美

國若想升高衝突至動用此等能力，風險會更高，而且更不可靠。31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某些前進基地設置與作業雖然容易招致

攻擊，但為支持在地友邦的能力、提高動武的門檻，以及增加美

國安全保證的可信度，因此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此外，前進駐軍

在安撫友邦、展現決心，以及影響和平時期的情勢發展等方面

所扮演的傳統角色將不會消失。但隨著前進防衛與升高情勢所

面臨風險升高，美國將必須以更有創意的方式善用科技。



192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太平洋的新態勢：發展幽靈海權

反制敵方實施先進目標標定作業的方法有四種：

● 防衛該目標。
● 癱瘓打擊該目標的能力。
● 隱藏該目標。
● 使該目標變得更複雜。

第一項是軍事的本能反應，迄今屬於預設選項(defau l t 

option)。然而，鑒於可預見的科技，這個方法可能是成效最差

的。中國大陸最重視的潛艦作戰與飛彈作戰，屬於攻擊優勢

(offense-dominant)的領域，亦即進一步投資於攻擊能力所獲得

之效益，超過相對投資用以對抗該攻擊的防衛能力所獲得之效

益。在這兩個領域中，防衛有技術上的困難、作業上不可靠，而

且經濟上所費不貲。儘管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裡，美國對彈

道飛彈防禦進行了龐大投資，但其能力仍有所不足(而且可能持

續如此)，或必須投入極其昂貴的費用，才能對付擁有精密技術

國家所發動的大規模精密攻擊。32目前彈道飛彈防禦的「擊殺」

(hit-to-kill)技術或許能發揮作用，如果用以對付伊朗與北韓之

類的國家還堪稱划算，但對付中國大陸則不然，中國大陸倍增

其飛彈數量及強化其飛彈的穿透力，都比美國提升其飛彈攔截



  第四章 科技變革 ◄      193192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能力容易得多，以導能(directed-energy)或其他新奇科技對付大

規模攻擊，或許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效果，但卻不能指望這些科

技。

儘管美國積極致力於發展反潛戰力的時間比彈道飛彈防

禦還長，但成效依舊令人氣餒：就是很難發現潛艦的行蹤。深海

各不相同的溫度層次(thermal layers)，是靜音潛艦最佳的藏匿地

點。由於潛艦的運轉機械能維持靜音，致使音響聽音技術(被動

聲納)無用武之地，因此冷戰期間以及自此之後非音響的偵測技

術就倍受重視，但所收到的結果卻令人失望。此外，要以傳統武

器(非核武)擊沉或癱瘓難以偵知的潛艦是困難重重的。中國大

陸從令人沮喪的反潛作戰史中學到的教訓是，即使面臨世界最

佳的(美國)反潛戰力，投資整建一支新潛艦部隊與其進行對抗，

也是明智的做法。據研判，美軍與美國戰略司令部都認為，短期

內潛艦仍不容易為敵方偵知及攻擊，否則美國不會越來越依賴

「戰略核武鐵三角」(strategic nuclear triad)中的潛艦武力。

如先前指出，鑒於防衛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打擊載臺既困

難又所費不貲，美國軍事戰略家正轉而研究對中國大陸的感測

器、陸基與海基飛彈發射器、指管中心、武器庫存、空軍基地和

潛艦基地等等展開反目標標定。空海整體戰所牽涉的科技可能

性與戰略風險業已討論過，在此不予贅述，值得進一步討論的

是，以網路武器攻擊中國大陸擊殺鏈的選項。雖然美國與美軍

部隊尚未研擬網路戰準則，也尚未決定是否著手這件事，但都

傾向於將網路戰納入美國作戰能力與計畫的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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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已確認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

察網路係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致命弱點及網路攻擊的對象；因

此並非只要美國自我克制不攻擊中國大陸的指揮、管制、通信、

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不要挑起網路戰，網路戰就不會發

生。由於中國大陸已確認美國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

監視與偵察是其作戰能力與計畫中最脆弱的一環，因此隨著中

國大陸感測器、武器與通信系統有效運作的涵蓋範圍擴及中國

大陸沿岸以外的地區，本身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

與偵察弱點將因而提高；反之，如果中國大陸不擴增其指揮、管

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有效運作的地理範圍，那麼

等於拱手讓出浩瀚的太平洋，任由美國打擊部隊為所欲為。中國

大陸必須在擴大與不擴大反海軍能力所引發的兩種風險中取得

平衡，目前其似乎決心擴大該能力範圍；如此一來，將使美國有

機會對其進行反制。

網路戰通常被視為軍事資訊革命的一個分支，然而由於其

目標為敵人的目標標定能力與網絡化措施，故將網路戰視為軍

事資訊反革命較恰當。如果一支部隊在作戰與科技上均依賴先

進的網絡化與目標標定能力，那麼網路戰就極可能使其處於極

端劣勢。美軍與共軍都越來越依賴網絡化與目標標定能力，同

時又是世界上網路戰力最強的兩者，鑑於網路戰也是攻擊優勢

的領域，故兩者在網路戰中受創的程度將不下於斬獲的戰果。

顯然，較擅長網路戰，而且本身戰力遭敵網路戰削弱後，猶能有

效作戰的一方，將占有優勢，但目前不易判斷哪一方符合這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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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我們可以想像，美國網路戰戰力優於中國大陸，但因為美國

必須克服地理上的遙遠距離，加上本身至為依賴先進的指揮、

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故在一旦爆發網路戰時，

其戰力必然比較容易遭中國大陸削弱。

美國為強化西太平洋美軍部隊的存活力，而對中國大陸反

介入能力的中樞神經系統發動的攻勢網路戰，事實上應屬防禦

性作為。防火牆、修補(patching)及其他網路安全措施，仍可提供

反制次要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網路威脅的必要(即便不是完美

的)保護。但美國—以及中國大陸—欲反制精心規劃的攻勢網

路戰能力以及複雜的攻擊，防禦措施仍將力有未逮。33由於許多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都是軍民兩用的，對敵指揮、管制、通信、電

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發動的軍/民網路攻擊，極可能使情

勢升高為網路總體戰，包括軍民兩用網路、重要網路基礎建設、

商業與民間系統都將淪為攻擊的目標。由於美國與中國大陸的

網路都無力招架攻擊、難以防禦，以及對方均擁有強大的攻擊

力，故兩者都極不樂見事態升高到網路總體戰。這形成一個重

大的兩難問題：一旦中國大陸與美國爆發衝突，雙方可能都會以

網路戰來打擊對方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

察，但又都難以承受網路總體戰的嚴重後果，故唯有兩者力行

嚴格的政治節制，方能免於升高衝突。34

總之，美國面臨了左右為難的問題：遂行網路戰，以協助保

護西太平洋的美軍部隊，抑或是避免網路戰，因為這些美軍部

隊越來越依賴網絡化。再者，鑒於網路戰一開打後就可能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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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強度升高，範圍也將擴大，並造成嚴重的後果—在這過程

中，導致美國重要的全國網路系統瓦解—因此美國強烈希望

雙方都能自制。然而，即便美國能自制，中國大陸卻很可能蠢蠢

欲動，這支持美國至少在技術與準則上要有所準備，俾一旦雙方

爆發武裝衝突時，有能力遂行網路戰。35目前美國軍方與民間的

規劃人員尚未釐清網路戰在重大武裝衝突中可扮演什麼角色，

此外美國不應自我設限，禁絕獲取相關能力及研擬相關計畫，俾

削弱意圖攻擊美軍的中國大陸軍隊。最新的美國國家防衛戰略

與空海整體戰構想都顯示，網路戰已逐漸被視為是美國作戰假

設與計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6

太空與反衛星系統在軍事相關用途，也面臨類似的動態關

係和困境。美國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完

全仰賴通信、監視與定位衛星，方能在廣袤的西太平洋有效運

作。隨著中國大陸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的

運作範圍向外擴張，同樣也會越來越依賴衛星，兩者都可能擁

有對衛星進行硬殺與軟殺的能力。但太空比在網際空間更可能

存在相互嚇阻及節制的情況，目前美國基本上的體認是，其在反

衛星作戰中將得不償失。37

美國大可不必憂心一旦與中國大陸發生衝突時，會無法自

我克制，而跨越反衛星與網路戰的門檻，因為中國大陸本身可

能不至於在衝突伊始，就毫不遲疑地跨越此等門檻，甚至以此

作為其投入衝突的前兆。儘管如此，美軍部隊，遑論美國整個國

家，都至為依賴對太空與網際空間的運用，這點不啻表示，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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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與政策而言，美國並不希望在與中國大陸的衝突中依賴這些

新作戰模式獲勝，而保住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勢力。

藏匿美國載臺免於遭到中國大陸目標標定的選項，或許比

防衛這些載臺更可行，且經費更負擔得起，而且比依賴先制打擊

或升高情勢的打擊(如遂行空海整體戰、網路戰與反衛星作戰)

更審慎。只要載臺保持在敵感測器偵測範圍之外，即可達到藏

匿效果，不過這些載臺所搭載的武器，其射程仍然必須能到達所

欲攻擊的目標。因此美國大型航空母艦維持在中國大陸目標標定

的涵蓋距離之外並非解決之道，因為這個距離也超過了艦載載

人飛機的打擊範圍。雖然美國地面長程飛彈也可能用來對付中國

大陸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但中國大陸部署能掃描西太平洋

以外地區的太空感測器群阻，將只是時間和金錢的問題(而中國

大陸兩者都有)。如果說美海軍渴望達到其所稱的「全球海上覺

知」(global maritime awareness，依賴其他美國軍事與情報衛星

的支援)，那麼中國大陸也有辦法在本分析指出的時程內部署這

種能力。中國大陸是個不斷成長茁壯的太空強權，平均每年要

發射十枚衛星，相較之下，美國每年發射17枚衛星。38至於飛彈，

中國大陸已經有能力研製長程飛彈(雖然是為執行核武而非傳

統任務)，而且借助太空全球定位科技，更可提高其準確度。

美國對彈道飛彈潛艦深具信心，因其係存活力甚佳的傳統

打擊載臺，而中國大陸的反潛作戰能力雖有進步，但搜尋這種

潛艦依然束手無策。美海軍正以傳統彈道與巡弋飛彈強化潛艦

的精準打擊能力，至於需要多少及何種潛艦執行此一任務，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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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定論。美國設計及建造潛艦的方式非常昂貴—尤其是核子

動力潛艦。美國熱中擁有核子動力潛艦，反映了對遠距及長程

巡邏的需求。然而，由於中國大陸著手強化及擴充其反水面艦

能力，因此美國必須認真考量以大量且較低廉的靜音非核子動

力潛艦—即便航程較短—作為美海軍的傳統打擊武力。

在隱藏美國目標的同時，還可使目標變得更複雜，以迷惑中

國大陸的目標標定系統與操作人員。對美海軍而言，若擁有更多

不同類型小型快速且匿蹤的載臺(與誘標)，將對中國大陸的目

標標定系統構成重大挑戰，因該系統旨在對付少數大型速度緩

慢且明顯的高價目標。無人載具—水面與水下載具，及從艦艇

起飛的飛機—比有人駕駛系統較為低廉，而且顯然更禁得起消

耗。大量的無人載具，加上各種不同類型的打擊載臺聯合作業，

將使中國大陸的目標標定與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

與偵察系統更疲於應付，遑論中國大陸的防空系統。由於這種多

樣化的替代兵力可廣泛地分散部署，不像大型航空母艦般集中

部署，因此光是對其進行監視與追蹤，就已甚為困難。

在使中國大陸難以遂行目標標定的作為中，航空母艦可扮

演某種角色—但未必得是搭載載人飛機，而且是財力負擔得

起的區區數艘大型航空母艦。隨著無人載具的性能急劇提升、

造價普遍下降、而且最後體積大為縮小，美國也可以擁有數量

龐大、較低廉且更多樣化的小型航空母艦。援引海權的重要原

則—數量至為重要，即使所要對抗的是敵飛彈部隊。簡單舉例

說明如下：設想有兩支打擊力相當，但類型不同的海軍打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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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其中一支是由區區數艘大型打擊載臺(如目前的航空母艦)

組成，而另一支則由許多小型載臺(如未來的無人航空母艦)組

成。那麼，假設敵感測器對某一特定大型打擊載臺與某一小型

打擊載臺進行目標標定是同樣容易的，而且敵人摧毀大型載臺

所需飛彈數量是摧毀小型載臺的兩倍。如果大型載臺部隊的打

擊載臺數量不到小型載臺部隊的一半，則在經過敵人特定規模

的飛彈攻擊後，後者存活下來的打擊力量將多於前者。39

2005年美國國防大學研究人員的分析，說明了海軍大幅增

加打擊載臺的優點，40對於美軍部隊對付敵大型兵力的四種選

項，該分析對預期中的作戰成效進行了量化評估：美海軍一支預

劃打擊部隊以及三支替代打擊部隊，後者的成軍費用相同，但

卻擁有較多的小型載臺，並至為依賴垂直短場起降(VSTOL)飛

機，而其中一支部隊格外熱衷於使用無人載具。這三支部隊也

都比較依賴潛艦與各式各樣的無人載臺。在打擊載臺的總數方

面，從預劃艦隊約有200個打擊載臺，到熱衷於無人載具的替代

打擊部隊約有800個打擊載臺。預期中的作戰成效分析顯示，將

敵攻擊造成的損害列入考量後，這三支替代打擊部隊的打擊成

效，都比預劃艦隊高出25-50%，而打擊成效最佳者，是與現行艦

隊差異最大的替代打擊部隊。當然，這支部隊與傳統海軍部隊

相較之下，已有了革命性的改變。但整個重點在於：資訊革命的

網絡化與目標標定部分都已如火如荼地進行中，41兵力結構與載

臺革命理當隨後出現，同時建立替代艦隊架構所需的必要科技

也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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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大學的研究建議，未來的海軍部隊應遵循下述四

個設計原則：

● 複雜化—擁有大量各式各樣的快速、靈活、低信跡、

不易歸類的多樣化載臺。

● 小型化—利用武器準確度提高，而提升打擊酬載效

能之優勢，建造較小型軍艦。

● 網路化—使敵人必須在廣大地區進行搜索、追蹤及

目標標定作業。

● 模組化—根據少數簡單的艦體類型生產各種不同的

載臺。

除了具有明顯的作戰優勢外，替代艦隊架構由於成軍費用

相同，大體上可以解決美海軍艦艇數量太少，以致於無法涵蓋

諸多海域及執行許多不同任務的問題。(美海軍為何沒有採用這

些及其他創新概念，稍後將予討論。)

整體而言，在不放棄削弱中國大陸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

構想之下，美國反制中國大陸先進目標標定技術之最可行、最負

擔得起，且最謹慎的方法，就是藏匿己方的目標組(即美軍打擊

載臺)、加以分散、多樣化以及複雜化。綜合這些方法將使中國大

陸面臨與其當前努力謀求解決的問題性質截然不同且令人苦惱

的困難狀況，其面對的將是與馬漢海權論主張的集中攻勢部隊

完全相反的兵力。中國大陸的感測器所呈現的，將不是少數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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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既大又明確的「光點」(blips)，而是模糊、雜亂、難以辨識，以

及不穩定的螢幕(即使不是漆黑一片)。美國若能比目前更充分利

用網絡化科技，將可在分散部隊的同時又能集中兵力。畢竟，這

就是馬漢所主張的—藉由優異的集中兵力，有能力在戰時取得

主導地位，平時處於優勢地位—只不過時下的科技能力顯示，

唯有集中水面主力艦隊之外別無他途。馬漢一開始可能會對這

種作為感到震驚，但隨後將會表示同意。畢竟，他是要說明海權

乃「加諸海上力量」的人；只是他假設這點需要有「在海上的力

量」。

我們或許可以將這種可迷惑敵人目標標定能力的兵力組合

稱為「幽靈海權」(phantom sea power)：遂行協同集中打擊的能

力並未降低，卻可大幅降低遭受攻擊的可能性；提供了遂行海上

拒止及削弱敵人海上拒止能力的新方法；利用網絡化革命打敗

目標標定革命(起碼目前可以如此)。依此方式建立高存活力的美

國打擊態勢，既不會升高情勢，也不會破壞安定，反而能打消中

國大陸遂行先制攻擊的念頭，也可免除美國發動先制攻擊的需

求；如此一來，將有時間可化解危機。

幽靈海權的確實組成要素可包括：

● 潛艦
● 各種射程的海基飛彈
● 大量的無人艦艇與飛機
● 大量配備無人載具與飛彈之小型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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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進且持續提升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

監視與偵察網路

● 網路戰42

● 反衛星能力43

然而，這並不表示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舊有載臺在西太平

洋已經沒有前途。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傳統遠洋艦隊仍然是威

力強大、高存活力的妥適兵力，因此將持續在東亞派上用場。在

情勢尚未升高至中國大陸與美國爆發高強度作戰的條件下，航

空母艦與其他水面艦或許能扮演重要角色，而這種突發情勢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誠如我們將討論的，水面戰艦仍將是表

明美國承諾與促進美國利益的重要手段，而此處提到較虛無飄

渺的戰力，並不適合扮演此一角色。因此，有待解決的問題是，

如何在集中且顯眼的海權與分散且如鬼魅般的海權之間取得平

衡。此處的分析認為，這種平衡狀態應當漸漸地且在確實可行

的情況下，儘快地向後者傾斜。

即使此處述及的可存活兵力態勢能恢復並維持美國的作戰

優勢及在西太平洋的海權，但仍有幾個重要問題：

● 面臨中國大陸深入研究、發展與投資先進能力，此一

可存活兵力態勢是否能維持不墜?
● 此一兵力態勢有多大能耐，可承受得住網路戰的攻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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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海軍將會朝此一方向發展嗎？

如前所述，中國大陸已選擇集中心力阻撓美國在西太平洋

的制海，而非達成其本身的制海。如果美國轉而發展幽靈海權，

中國大陸的做法是否能得逞？表面上看來(非雙關語)，中國大陸

將更難以癱瘓由潛艦、無人載具，及為數眾多、彼此相距遙遠且

多樣化的打擊載臺所組成的部隊，因中國大陸無法悉數找到這

些部隊並逐一加以目標標定。最後，感測器的科技突破可能使任

何角落的任何載臺都被發現，並成為易受攻擊的目標。在這天來

臨之前，打擊部隊的分散部署、分布狀況、多樣化，以及隱匿行

蹤，將減損目標標定投資所獲得的收益。

中國大陸網路戰對分散部署的美國海權所造成之風險，不

亞於中國大陸的目標標定作業。理論上，網路戰有潛力破壞所有

利用資訊科技的軍事作戰，至於長遠來說，其潛力究竟有多深

厚，以及有何方法可加以反制，目前都不清楚。或許，保護電腦

網路免於低端威脅(如駭客)的作為有所進展後，將可擴大到用

因應高端威脅(如中國大陸)。在此同時美國必須費心處理要依

賴網絡化到何種程度的兩難問題，不過中國大陸同樣也要為這

個問題傷腦筋。

實行上的問題：需求與慣性

美海軍並未準備好澈底揚棄集中式水面武力，大型航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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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獲得海軍與聯合指揮官、外交人員、政治人物及造船廠的支

持，此外，除了易受中國大陸目標標定的危害外，這些航空母艦

仍然是美國全球軍事與政治力量的關鍵。如果美國航空母艦數

量減少，那也是漸次、謹慎且透過汰除老舊艦艇而降低數量。由

於美國國防開支可能縮減，保留航空母艦所需的開支(每艘約需

100億美元)，將使建立分散式海權的投資捉襟見肘。因此，美國

將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使其艦隊的性質與組成脫胎換骨。

除了工業與組織架構的重大阻礙外，各國海軍—尤其是

既有海權國家的海軍—皆抗拒快速的變革。例如，英國海軍從

帆槳到蒸汽艦、從木殼到鋼殼軍艦，其改變過程極為緩慢，直到

德國海軍崛起，才被迫加速改變的步調。更引人注目的例子，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主力艦存廢的問題，儘管有人期待主力艦將

是至關重要的軍艦，但潛艦與戰機問世，加上無畏級軍艦在大

戰期間角色遭邊緣化，引發了主力艦的存活力與重要性的疑問

(海軍主流勢力以外人士的質疑)。1920年，美陸軍航空隊密契爾

(Billy Mitchell)准將向美海軍提出挑戰，想看看其主力艦能否

捱得住飛機的轟炸。但美海軍堅持，「空投的炸彈不可能摧毀

或癱瘓現代化的主力艦」，44並進一步強調「沒有任何發展能斷

定，飛機實際上已使主力艦淪為無用武之地。」45結果，密契爾派

出的轟炸機以六枚炸彈命中擄自德國的「奧斯特弗里斯蘭號」

(Ostfriesland)主力艦，二十分鐘後這艘軍艦就沉沒了。46自此後，

主力艦的弱點成為不爭的事實，其命運已走到了盡頭；而航空母

艦的卓越優勢則獲得肯定。但美海軍還要再經過二十年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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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艦已然過時的事實，最後終於在1944年停止建造該型軍艦，

並在同年建造了六艘航空母艦。

現在設想，我們聽到了以往海軍保證主力艦所向無敵的新

說法，只不過其標榜的對象從主力艦變成航空母艦，從飛機投

擲的炸彈變成長程攻船彈道飛彈。但我們很難找到令人信服的

理由，可以說明為何主力艦會被科技進步所淘汰，但航空母艦

卻不會。然而，美海軍目前對航空母艦的捍衛，就像以往主力艦

已然脆弱不堪時仍執意以維護一般。此外，由於未來航空母艦

仍將在美國戰略與作戰中扮演全球性的重要角色，故不論某個

區域多麼重要，或因為該區域發生的問題多麼嚴重，航空母艦都

很難為因應某一區域而改採全然不同的作戰態勢。全球性的海

權國家傾向於擁有全球性的海軍。

和所有大型海軍一樣，美海軍也需要漫長的時間進行改

變，其原因不外乎軍艦的設計和建造曠日廢時，加上各國海軍都

排斥將造價昂貴但仍堪使用的現行軍艦加以封存。但眼下有須

立即改變的重要理由，當前的危險是，由於目標標定革命大行

其道，水面艦將漸漸老舊過時，而且根本沒有辦法力挽狂瀾。不

論是因為制度上講求謹慎行事，或軍艦的服役壽期很長，美海

軍架構的改變就是非常緩慢，表2顯示過去半個世紀來美海軍

潛艦、航空母艦及其他水面戰艦占軍艦總數的百分比可看出端

倪(姑且不論何種百分比最為理想)。

自1960年以來，儘管美海軍經歷許多現代化計畫，但其艦

隊架構幾乎都文風不動。從冷戰初期至今，美海軍的需求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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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改變，但艦隊的組成可說不動如山，即使敵對的超級強

權已然消失。此外，儘管水面戰艦面臨的威脅日益嚴重，其占整

個艦隊的百分比確實已提高。

另一個例子是，在證明主力艦無力招架空中轟炸後20年，

也就是從1941至1944年，美國又有10艘主力艦成軍，其中有幾艘

在幾年內報廢、幾艘變成紀念館、幾艘則在除役後又復役了幾

年。「到了艨艟巨艦愛荷華級主力艦下水時，航空母艦已取得主

宰地位，成為海軍最重要的艦艇。」47雖然有許多因素可解釋表

2僵化的比率及異常現象，但根本的事實仍在於，儘管周遭的世

局往往已然起了重大改變，但美海軍仍是以近乎無法察覺的步

調改變其架構。此種情形所代表的意義是，提升反海軍能力需

要有推動改變的能力，但這卻不是既有海權國家及其海軍的特

性。

當然，問題在於中國大陸對美海軍艦隊進行目標標定的能

力，可能在數年內而非數十年間大幅提升。雖然中國大陸要成

表2 美海軍架構1960-2010(占總數量的百分比)
年 潛艦 航空母艦 水面戰艦

1960 14% 3% 34%

1970 14% 3% 34%

1980 16% 3% 34%

1990 17% 2% 35%

2000 17% 3% 38%

2010 18% 3% 42%

資料來源：Navy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website，未標註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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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統的公海強權，需要更久的時間—一如美國、日本與德國

大約都花了20年的時間—但中國大陸運用科技、技能及作戰構

想，對美國在西太平洋海權構成威脅的步伐卻快得多了。因此，

即使美海軍現在就依本文所建議的方向快速前進，值此中國大

陸與美國、東亞及世界事務來到關鍵的時刻，美國在西太平洋

的海權仍將面臨重大的壓力。

結語

總之，當前的科技趨勢對西太平洋海權產生的影響是不利

於美國的。中國大陸目標標定能力的進步速度，比美國採取的因

應措施來得快。雖然美國在掌握資訊科技以作為商業與軍事用

途方面，大體上仍保有優勢，但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一直

在縮小，且仍持續縮小中。在應用這項科技上，中國大陸要解決

其對美軍部隊進行目標標定的問題，比美國設法阻止其水面艦

愈來愈容易受攻擊的問題，可說容易得多。尤有甚者，美國海權

核心的航空母艦並未運用網絡化革命，因此或許將成為目標標

定革命的受害者。

中國大陸固然可透過穩定的精進作為，進一步強化其目標

標定優勢，但美國卻必須採取重要行動，才能使中國大陸的目標

標定作業失效：建立由潛艦、無人載具和小型水面載臺組成的

分散、多樣化及行蹤難以捉摸的打擊部隊。空海整體戰雖可提

供目標標定的反制措施而對作戰有所助益，但卻可能引發情勢



208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不安，而且美國打擊力量倚重的水面艦容易淪為攻擊目標的問

題，也無法澈底解決。

即使如此，假如美海軍決定立刻採取另一項重大措施，也

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加以落實，尤其是因為水面部隊在世界

其他地區仍然派得上用場，而且具有存活力。就實際情況而言，

充其量美海軍在太平洋打擊態勢可逐漸從易受攻擊變成具有存

活力—不過其速度將遠比中國大陸提升其反水面戰力來得緩

慢。此外，網路戰—美國與中國大陸都愈來愈精通—將使美

國面臨比中國大陸更不利的作戰劣勢，不過隨著中國大陸更加

依賴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遂行遠程目標

標定，及協調分散各地的部隊，雙方的優劣消長勢將漸趨平衡。

尤有甚者，目標標定能力最後可能進步到，即使更加分散、多樣

化，且數量更多的美國打擊載臺也將淪為容易招致攻擊的目標。

因此，科技並非解決美國擺脫在西太平洋困境的長久之計。

不論情勢長遠走向將如何發展，中、短期的情勢可能對美

國格外重要。隨著中國大陸與美國關係及東亞事務進入了高度

不確定的時期，中國大陸的作戰/軍事優勢令日本與區域內其他

重要國家心生不安、鼓勵中國大陸冒險，而且至少會形成中國大

陸是損及美國利益而壯大自我實力的表象。

再次一提，東亞對美國的利益太重要了，美國力量不能撤

走，或令東亞處於任憑攻擊狀態，因而淪為中國大陸的勢力範

圍。這引發的問題是：在這個對中國大陸與美國都至為重要的區

域內，是否有「政治」解決方案，可以解決兩者海權糾纏不清的



  第四章 科技變革 ◄      209208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難題。有關此，我們有必要回顧相關歷史案例，並對全球化造成

中國大陸與美國海上安全利益漸趨一致的現象所呈現的效應、

挑戰與機會進行分析。

最後對科技的衝擊個總結：資訊革命，尤其是展現於海上

的目標標定革命，或許將使海上拒止變得更容易，而制海則變得

更困難。或許所有水面船舶(軍艦與商船)將會變得(或刻正變得)

更容易遭受攻擊。這項考量也指出，即便既有與新興海權之間，

也有進行海上安全合作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下一章將探討這個

議題。



210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註釋
1.  Alfred T.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00, p. 125, quoted in Hattendorf, 1991.

2.  Irving, 1966.

3.  Borneman, 2012, p. 79.

4.  「軸輻式」(hub-to-spoke)網絡的優點比不上「節點相連式」(node-to-node)網絡。

前者符合傳統的指管系統，且大致上說明了當前的現況。後者則提供了前所未

見的水平整合與彈性，但其需要在指管上澈底改變，這將因制度上的抗拒與慣

性而受到阻礙。但其乃現行科技所能達成的目標，而且將在作戰需求的驅使下

而成為事實。

5.  由於彈藥變得更低廉且更精準，自波灣戰爭以來，在美海、空軍所有的重大戰

役(南斯拉夫、伊拉克與阿富汗)中，遂行任務所需的彈藥都綽綽有餘。
6.  過去十年來，這種效應在航空母艦上特別明顯，因其可在不增加飛機數量的情

形下，倍增有效的打擊潛力。

7.  針對「以資訊取代大量載臺」的潛力所作之量化分析，見Stuart Johnson and 

Arthur Cebrowski, Alternative Fleet Architecture Design, Defense and Technology 

Paper 319, Fort McNai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Borneman, 2012, p.210.

9.  在Right Makes Might: Freedom and 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David C. Gomper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8)乙書中，作者指出，自由企業制度比較擅長

創造新科技，並將其運用於軍事目的上。雖然這通常對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有

利，但中國大陸卻能在不實行民主制度的情形下，提供了自由企業的條件。

10.  Andrew S. Ericson and Michael S. Chase, “Information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in Saunders et al., eds., 2011, pp. 247-286.

11.  Ericson and Chase, 2011, p. 273.

12.  Ericson and Chase, 2011, pp. 259-263.

13. 《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14.  Ericson and Chase, 2011, p. 262.

15.  Ericson and Chase, 2011, p. 262.



  第四章 科技變革 ◄      211210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16.  Andrew F. Krepinevich, Why AirSea Battl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0, p. 2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2010, p. 32.

17.  Doug Richardson, “China Plans 4,000 Km-Range Conventional Ballistic Missile,” 

Jane’s Missiles and Rockets, March 1, 2011.

18.  Ian Easton, “The Assassin Under the Radar: China’s DH-10 Cruise Missile Program,” 

Project 2049 Institute, Futuregram 09-005, 2009.

19.  美國國防部，2010年。
20.  Ericson and Chase, 2011

21.  McDevitt, 2011.

22.  O’Rourke, 2011, pp. 141-149.

23.  O’Rourke, 2011, 141-149.

24.  O’Rourke, 2011, p. 150.

25.  O’Rourke, 2011, p. 154.

26.  O’Rourke, 2011, p. 157.

27.  飛彈投射優於飛彈攔截係取決於幾項因素：若將目標標定系統也納入考量，則

攔截飛彈的成本較高；穿透輔助器(如誘標)確屬可行；採用了多彈頭獨立目標重

返大氣層載具(MIRVs)；擴充海基或陸基攔截飛彈發射設施都需要不少經費。
28.  見Gompert and Sunders, 2011.

29.  Norton A. Schwartz (Gen., USAF) and Jonathan W. Greenert (Adm., USN), “AirSea 

Battle: Promoting Stability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The American Interest, February 

20, 2012.

30.  美空軍已有長程(包括全球)打擊選項，刻正追求其他選項。
31.  見Gompert and Sunders, 2011.

32.  見Gompert and Sunders, 2011.

33.  見Gompert and Sunders, 2011.

34.  見Gompert and Sunders, 2011.

35.  龔培德與孫飛(2011年)的報告指出，中國大陸軍事著述強調，發動網路戰使美國



212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喪失功能—而非嚇阻美國的網路

攻擊—所獲得的優勢。部分論述指出了中國大陸儘早發動網路戰，甚至展開先

制網路攻擊的優點。

36. 見Schwartz and Greenert, 2012.

37. 美國的太空政策稱進入太空是「至關緊要」的事，並暗示反衛星能力主要係作

為嚇阻之用。見Gregory Schulte, DoD, testimony to Congress, May 2010.

38. 某位專家將中國大陸太空能力的軍事影響描述如下：

 日益精密的太空系統擴大了共軍的戰鬥空間覺知(battle-space awareness)，並支

持長程傳統精準打擊系統之運作。太空資產有助於監控周遭水域的海軍活動，

以及追蹤空軍在該區域的部署活動。共軍刻正投資一系列日益精密的各種電子

光學、合成孔徑雷達(SAR)及電子偵察資產。太空遙感系統也提供了任務計畫作

業所需的影像，包括自動目標辨識科技，其可就預先下載至飛彈系統電腦的光

學、雷達或紅外線圖像，以及飛行期間獲得的即時圖像進行比對。而與合成孔

徑雷達衛星共同作業的小型電子偵察衛星群，可提供指揮官有關機動目標的準

確與及時的地理位置資料。衛星通信也能提供鏈結感測器與打擊系統的可存活

手段，而且隨著共軍的利益進一步從中國大陸邊界向外擴展，將成為特別重要

的能力。(以上係石明凱[Mark A. Stokes]為2011年5月11日在美國國會「美(中)經

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有

關「中國大陸軍事與民間太空計畫之意涵」[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and 

Civil Space Programs]聽證會作證所研擬報告之部分內容。) 

39.  雖然這個例子純屬數學問題，但如果真有什麼不妥的話，就是以目前的科技可

能性而言，其所作的假說未免失之保守。例如，每一個分散部署的小型多樣化

打擊載臺—更遑論水下載臺—都比顯眼的大型載臺更不易被發現及攻擊。

40.  Johnson and Cebrowski, 2005.

41.  Johnson and Cebrowski, 2005.

42.  但應體認到實際發動此種戰爭所面臨的戰略風險。
43.  同樣應體認到實際運用此種能力所面臨的戰略風險。
44.  William Leahy, quoted in Borneman, 2012, p. 105.

45.  Secretary of the Navy Josephus Daniels, quoted in Borneman, 2012, p. 105.



  第四章 科技變革 ◄      213212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46.  密契爾自信滿滿，拒絕以美海軍(同樣自信滿滿)提供的老舊「愛荷華」級主力艦

作為測試的對象。

47.  Borneman, 2012, p. 486.



214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第五章 區域海上安全 ◄      215214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第五章 

區域海上安全

「不但要立志成為政治家，也要成為航海者」          

—馬漢1

                            

馬漢與穆倫

如果集中的水面武力是馬漢的對策，那麼強權競爭的政治

生態則是他的假設。上一章指出，資訊革命已取代了集中的水面

武力。本章將探討強權競爭的假設是否仍然站得住腳。

回想起來，馬漢是達爾文和俾斯麥時代的人，當時野心勃

勃的民族國家交相征伐，講求的是實力對抗。彼等競相奪取屬

地與資源—帝國主義—這種競爭遍及全球。工業化既擴大了

海上貿易，又提供充裕資源以整建強大的海軍，俾保護或破壞這

種貿易。貿易的共同利益不敵重商主義的驅使，而一國為追求成

功，往往不惜損及他國人利益而為之。在這種氛圍下，海上安全

的唯一保障，就是一國獨立的海權(制海)，而此能力也可用來削

弱其他國家的海上安全(海上拒止)。由於「最適合生存」的英國

可宰制其他國力較弱的國家—荷蘭、西班牙、俄國與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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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海上優勢代表了海上霸權。因此，依賴貿易且立志想成為帝

國的新興強權—美國、德國與日本—不僅必須成為海權國

家，而且還必須挑戰既有的海權，甚或與其對抗。馬漢藉由觀察

英國的海權發展，而形成他的海權觀念，其後，美、德、日等國以

馬漢的觀念為動力與指導，各自大肆擴張其海軍規模。

一個多世紀後，美海軍軍官穆倫(Mike Mullen)上將擔任海

軍軍令部長期間，就他觀察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後，提出了完全

不同的觀念。20世紀末，世界經濟整合造就了另一波國際貿易的

榮景，而其中90%是透過海上貿易為之。隨著全球市場與全球工

業的形成，加深了經濟的相互依存。在這種情形下，一國經濟健

全與否，更關乎世界經濟健全與否，因其乃是該經濟體系的一

分子。因此，一個強權的成功與其他強權的成功(而非失敗)息息

相關。越來越多國家加入了經濟發展、貿易與相互依存的國際主

流，而且也更意識到安全有效率的原料、糧食、燃料與貨物貿易

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

雖然當代的海權國家—尤其是美國—有辦法破壞其他國

家的貿易，但由於世界經濟整合，此舉將會自食惡果。目前較可

能的威脅來自可能威脅或濫用貿易擴張的少數國家及許多非國

家行為者：如海盜、恐怖分子，以及毒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

人口的販運者。此外，北方經濟發達國家亟需利用豐富的海洋資

源來維持經濟穩定，而南方開發中國家則需要這些資源來促進

經濟的快速成長。最後，沿海人口遽增，彼等面臨天災與海平面

上升的危險，亦即與海洋有關的天災人禍都漸趨嚴重。基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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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因，海洋是人類的「公域」(commons)，善意使用海洋的國

家與企業，必須共同善盡管理並維護其安全的觀念，乃逐漸獲得

支持。

這個公域的主要管理者，當然非美國這個世界唯一超級強

權及海上霸主莫屬，但美國不會像19世紀的英國採行單邊制海，

而是領頭推動多邊作為。隨著冷戰遠颺，美國持續裁減艦隊規

模。由於全球化與貿易擴張，世界對海上安全的需要更加迫切，

而21世紀的美國卻沒有能力扮演19世紀英國所扮演的角色。目

前，海權是美國實力的重要面向之一，但19世紀時卻是英國實

力之基礎。(即便如此，回顧20世紀初，英國國內經濟需求曾威

脅到其持續「統治海洋」的能力。) 2000年美海軍軍艦數量只有

1900年英國海軍的三分之一，囿於資本成本(capital cost)與作業

費用(如燃料費)攀升，美海軍擴張的可能性已然不高。

在這種情形下，穆倫的觀點很單純：所有需要海上安全的

志同道合國家，應當組成一個全球聯盟。2美國應組建並領導一

支「千艦海軍」(Thousand-Ship Navy)—正式名稱為「全球海上

夥伴關係倡議」(Global Maritime Partnership Initiative)—由各

國軍艦、海岸防衛隊、油輪、貨輪及其他船舶組成，以協助監控

及維持全球海域的安全。所有參與其事的艦隊和船舶可利用先

進的資訊科技加以網路連結，成為某些人所謂的「全球」或「後

現代」(post-modern)海軍。3

依穆倫的說法：

設想一支艦隊與許多其他國家的海軍共同作業⋯⋯，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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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網路連結並可澈底地作業互通，有能力前往國家及國際政治

領導人指定的任何地方執行任務⋯⋯而且一接獲命令即可備便

立即行動。這不僅是一支遂行戰爭的部隊，也是一支促進和平

的部隊。4

雖然千艦海軍的豪言壯語已然冷卻，而且這個用詞也已改

變—新領導人喜歡新口號—但這個基本觀念仍然持續影響著

美海軍，以及包括西太平洋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海軍。5

在美國的鼓勵之下，非洲、拉丁美洲與東南亞等地正在形

塑區域性的夥伴關係，其目的從保護濱海水域(西非外海)，到緝

毒巡邏(加勒比海)，乃至阻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確保制扼點

安全(麻六甲海峽)。儘管美海軍艦隊規模縮小，但仍保有遠洋

海域的優勢，而且也著手建造「近岸作戰艦」(Littoral Combat 

Ship)與新式高速艦艇以開發近海戰力，俾與夥伴國海軍共同作

業。雖然「全球海上夥伴關係倡議」係出於解決海上安全通盤問

題的考量，但卻因21世紀前十年的恐怖主義擴散、海盜橫行與數

起重大沿海天災事件，而大為激勵合作的動機。

甚至連目前美海軍的徵募口號—「一支為善的全球兵力」

(A Global Force for Good)—都暗示其偏好交往與合作，而非

參與作戰(雖然其內容也提醒世人，美國有強大實力，且其影響

無遠弗屆)。憤世嫉俗的人士也許會說，美海軍提出美國領導海

上安全合作的構想，是在目前顯然沒有強敵環伺的情形下，為保

有艦隊並對其進行現代化尋找正當的理由。但鑑於海上貿易對

世界與美國經濟至為重要，故該構想的基本前提—世界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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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廣闊、制扼點與威脅太多、但軍艦數量卻太少—乃不爭的事

實。

最近，再次浮現從海上與在海上展開作戰的前景，尤其是

在具戰略重要地位的中東與東亞水域。美國國防戰略逐漸聚焦

於可能至為需要海軍部隊執行制海、海上拒止及打擊等傳統

任務之重大軍事緊急狀態；特別是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及伊朗

在波斯灣的反海軍與海軍戰力不斷提升，不僅令美海軍極為關

注，美國政府亦復如此。由於美國並不想與伊朗(遑論中國大陸)

進行大規模地面作戰，故認為諸如遂行海基打擊的海上作戰能

力乃是關鍵所在。因此，穆倫的海上夥伴關係構想與馬漢式的

(或略具馬漢色彩的)海權，孰能成為海軍計劃作為、艦隊架構與

政治的基礎，目前正展開競逐中。

雖然美海軍具備極多樣化的戰力和絕佳的應變能力，但不

可否認，最適合從事海上合作(近海交往)，與最適合用以對強敵

遂行海上作戰(遠洋控制、拒止與打擊)的部隊和能力是不相同

的。因此，美國海權陷入了左右為難的處境：究竟要從事合作亦

或競爭，這場拉鋸戰對現行部隊造成作戰壓力、為爭取投資而

展開激烈競爭，並在和許多夥伴國公開分享資訊與僅限於最密

切夥伴知悉的資訊之間形成了緊張關係。使美海軍資源困境更

加惡化的是，911事件後，美國擴充陸軍與陸戰隊兵力，並挪用美

海軍與空軍的資源以「支付」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占領及反叛亂任

務的經費。自2001年以來，美國國防開支劇增，但海軍現代化的

經費大致上並未隨之水漲船高。因此，美海軍一直有與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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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軍建立夥伴關係的強烈需求。

雖然美海軍嘗試調合上述兩個目標，但卻須體認穆倫的合

作主張乃當務之急，以及馬漢提出競爭乃勢不可免的主張，兩者

大體上是相互牴觸的—這有助於說明為何一支最適合投入競

爭的艦隊，絕對不是從事合作最理想的艦隊，6因此，我們有必要

檢視這兩種主張的基本理論是否站得住腳。對公域的共同責任

已取代了追求優勢的動力嗎？後冷戰時期美海軍因缺乏海權對

手，致兵力遭縮減，相較於因情勢所需而給予彌補，夥伴概念是

否更重要？就本研究而言，必須檢視的是，中國大陸與美國是否

有辦法逆轉眼看就要淪為海權對抗的態勢，使雙方走上海上夥

伴關係的康莊大道？

如果我們注定要經歷海權基本前提的改變，則其主要原因

在於，全球化正使海上安全合作變得更吸引人，甚至更引人入

勝。但為何全球化有利於海上合作而非海上對抗？這是個中肯

的問題：畢竟，一個世紀以前，相互依存的經濟並不阻撓海軍對

抗，或就此而言，也未能阻止世界大戰爆發。更切中要點的問題

是：為何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共同經濟利益(含安全貿易)會促成海

上合作，而以往英國與德國展開海上較勁時，彼此也互為重要貿

易夥伴，但雙方卻未尋求合作途徑？答案非常複雜，但卻值得探

討。

首先，可以這麼說，雖然當時相互依存的經濟未能阻止強

權政治與敵對態勢，而終致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原本應該可

防止事態淪落至此地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相互猜忌、傲慢自大



  第五章 區域海上安全 ◄      221220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及操弄權謀，更甚於當代經濟日益相互連結可能發揮的緩和作

用，因而造成的悲慘結果。當時各國領袖精於勝負算計，卻反而

造成其國家社會陷入雙輸局面。雖然某些國家因第一次世界大

戰付出較慘重的代價，但即使「勝利者」也承受極慘重的損失(嚴

重到英、法兩國對希特勒抱持姑息態度)。尤有甚者，戰前締結

的聯盟關係所發展出的自發性行為，以及戰爭一旦爆發時盤根

錯節的支持誓言—後來又食言—使得決策者沒有時間或空間

處理紛至沓來的危機，儘管決策者們已盡力抑制，但終究導致

世界大戰爆發。假如當時歐洲的政治人物了解到，戰爭會拖得如

此漫長，且戰火的蹂躪如此慘絕人寰，即使勝利者亦在劫難逃，

那麼他們可能會更嚴格控制如機械般僵化的結盟、引發衝突的

軍事計劃作為，以及樂天派的將領們。例如德國領導人未能預

見戰爭將有益的經濟合作變成災難性的經濟懲罰，但我們沒有

理由因此認為當今的領導人會同樣短視；同樣地，英國領導人認

為除了阻絕德國的海上安全利益外，別無其他選擇，但這並不

表示當前也別無他途可解決眼前的海權對抗問題—或以往就

存在的問題。

其次，有關於此，顯然當前的中國大陸和美國領導人都確實

體會到，衝突可能對經濟造成重大危害，尤其是在中國大陸與

美國經濟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危害將更甚。以往出現危機時(例

如因臺灣問題或美國在中國大陸附近從事監視巡邏)，其中一方

或雙方曾經採取明智的因應措施。儘管雙方在區域內的利益不

同，卻都能顧及對方的感受，這不僅是因為軍事衝突的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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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令人有所疑慮，也因為雙方的經濟都可能蒙受重大損失。因

此，不論在戰時或平時，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濟緊密連結，而且

大體上有著相同命運的事實，乃是抑制強權行為的重要因素；7

反之，如果中國大陸與美國爆發戰爭，則其肇因可能和一世紀前

歐洲領導人的誤判情勢或傲慢自大如出一轍。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形勢下的經濟整合，其本質

與運作和全球化形勢是不同的，8前者包含必須作出邊際選擇

(choices at the margin)，俾向在開採原料及生產貨品方面具有相

對優勢的國家購得原料與貨品。雖然當時有重大的國際投資，

但貿易大體上是可取代而且可逆轉的，不過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在目前世界經濟整合的環境下，相互依存成為不可或缺的機制：

貨品、勞務、資本、金融、科技、管理、分配、生產作業、基礎建

設和產權投資等市場越來越全球化和統一化。這些市場間的流

動是持續、迅速，而且不受國家控制的。市場導向的價值鏈—

研究、發展、組件、次系統、系統、服務—並不重視主權管轄或

優先選擇權，這在架構上與彼此互動的國家經濟不同。如果因

為戰爭和保護主義導致國家貿易與投資崩解，而對第一次世界

大戰和大蕭條期間所有國家的經濟造成傷害，那麼當前全球經

濟瓦解所造成的損害，將是難以估計。

全球化不僅將諸如美國與中國大陸這樣的經濟體連結起

來，還將彼等加以混合及融合；不僅使主權國家放寬控制，還賦

予各國在維持及保護彼等共同經濟體制的重大共同利益。該利

益的層面之一是海上安全，而日益共同的全球經濟活動，絕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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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商業貿易都在這些海域中進行。但這並不保證世界各國不會

展開海上競爭；事實上，東亞日益激烈的海上敵對態勢與緊張關

係，證明了相關國家「的確」會展開海上競爭。雖然馬漢的某些

教義現在看起來頗為怪異，但他有關海權至關重要的假設仍然

屹立不搖。然而，全球化意謂著當前海上安全合作將比以往更

可能克服強權對抗，例如1890-1914年間英、德之爭的案例。

海上安全與東亞

這種海權競爭與合作的利弊權衡，對目前及未來的西太平

洋有什麼意涵？簡言之，在某種情況下，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海上

合作可符合美國利益、維持美國的影響力、增強信心與穩定、降

低衝突風險，可促進中國大陸與美國在這個重要且充滿不確定

性的區域更廣泛地合作。此外，此舉也比中國大陸與美國海上競

爭或衝突更符合中國大陸的利益(雖然誠如我們將討論的，中國

大陸或許持不同觀點)。

回顧前述的觀點：美國能夠而且應當利用當前的軍事科技

優勢，不過卻不能指望以這些優勢維持制海及保護其在西太平

洋的利益。空海整體戰可能會破壞穩定情勢，而且無法保有美

國水面打擊部隊(比如航空母艦)的存活力，除非中國大陸的反

海軍擊殺鏈遭到先制攻擊且悉數被摧毀。美國能夠而且應當放

棄依賴傳統水面艦隊，轉而建立更分散、更難以捉摸、更多樣化

且存活力更高的海權。然而，此一革命性的改變雖然在技術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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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在政治與制度上卻不切實際，而且雖然中國大陸可能需要

數十年才能建立第一流的遠洋海軍，但卻能在較短時間內，發

展出具有反海軍能力的制海措施。美國的西太平洋海權在面臨

這種挑戰之際，若選擇逐漸依賴以升高衝突為威脅，俾強化嚇

阻效能，將使美國面臨日益嚴峻的風險。因此，美國可說身處戰

略困境之中：不能讓中國大陸在這個重要區域建立有害美國的

勢力範圍；然而，確保美國海上通路、影響力與安全所仰賴的海

權，卻日益脆弱而無力抵擋攻擊。

更廣義而言，科技趨勢正使得制海(確保通路安全)日益困

難，而海上拒止(阻絕通路)變得更加容易。從空中(飛彈)或水下

(潛艦)攻擊水面船舶的能力，將逐漸破壞美國與中國大陸，以

及其他依賴海上貿易與航行自由的國家所享有的海上安全。水

面艦隊及一般船運越來越容易招致攻擊的事實，可能使馬漢主

張依賴海上貿易的強權注定將互相競爭的假設站不住腳，包括

中國大陸、美國與其他國家終將從防止日益脆弱的水面船舶免

受攻擊的作為中獲益。目前，中國大陸將賭注押在發展反海軍

及其他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上，期能癱瘓其眼中的美國打擊威

脅。然而，目標標定科技存在著「因果循環」(go around, come 

around)關係，等到中國大陸有能力建立及運用一支真正的遠洋

海軍時，這支海軍也將面臨重大風險。由於建立水面艦隊所費

不貲，加上其可能易受攻擊，中國大陸的文職領導人(如果不必

然為其軍事領導人)應當至少會和美國文職領導人同樣關切海上

拒止的前景。在某種情況下，由於軍艦越來越容易受到攻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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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全的共同利益可能比競爭的本能來得更重要。

馬漢的競爭理論與穆倫的合作訴求顯然已經在東亞地區展

開較勁。如前所述，中國大陸的反海軍與海軍能力已有所成長，

而美國海權正面臨挑戰。然而，非國家威脅、非法販運活動、資

源紛爭與海上危險事件，在在需要在西太平洋有利害關係與能

力的所有國家展開安全合作。事實上，西太平洋海上安全合作構

想正開始吸引許多國家的興趣，尤其是與中國大陸為鄰的東南

亞國家以及美國。9如果真要在該區域發展這種合作機制，那麼

關鍵問題將是：此一合作是否包括中國大陸在內，或是將形成諸

多國家聯合對抗中國大陸的局面。美國應讓中國大陸自行決定，

雖然美國也應當嘗試鼓勵中國大陸參加這個機制。

關於中國大陸與美國是否可能建立海上夥伴關係，完全取

決於該區域內其他國家而定，因為這些國家可以發表相關意見

並扮演某種角色。隨著中國大陸大肆擴張軍事能力，其亞洲鄰

國也提升本身能力以為因應。10雖然世界其他地區的許多海軍都

只是聊備一格，但東亞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盟邦和夥伴國正在

整建全世界某種最先進的海軍：11

● 澳大利亞已歷經防衛構想與能力的轉型，從靜態的

大陸防衛轉變成強調遠征部隊、機動力、精準打擊、

聯合作戰及網絡化的武力投射任務。澳大利亞海軍

的現代化計畫乃目前該國的當務之急，其將擁有更

多性能較佳的水面艦、潛艦、飛彈防禦艦及兩棲突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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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並以先進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

與偵察系統將這些兵力連成一氣。澳大利亞海軍與美

海軍有密切的作業合作關係，並共同分享精密科技。

● 由於關切中國大陸在該區域的武力與美國對該區域

的承諾，再加上日本開始採行強硬的安全政策，因而

進入了海軍擴張時期。日本海上自衛隊「已大幅強化

其遠征作戰能力、火力及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

報、監視與偵察之效能，而且目前的規模也勝過英國

海軍。」12除了獲得新的水面戰艦外，日本特別重視先

進潛艦、高速的後勤艦艇、飛彈防禦艦及兩棲艦艇。

雖然日本海軍部隊仍以執行防衛任務為主，但將逐

漸在聯盟作戰中提供「盾」的功能，而由美海軍提供

「矛」的功能。為因應中國大陸日益擴張的海權戰略，

最新版本的《日本防衛白皮書》警告，日本將不會消

極以對。13(中國大陸的軍方及其海軍是否在強有力的

政治控制之下，日本也表示懷疑。)

● 雖然南韓擁有的陸上與空中部隊足以擊退北韓衰敗

的傳統部隊，但南韓也開始擴張及強化其海軍部隊，

俾能於朝鮮半島以外執行任務。南韓海軍正從近岸防

衛部隊，升級為多用途的遠洋艦隊，其兵力包括先進

潛艦、水面作戰艦(配備攻船與攻陸巡弋飛彈)以及兩

棲艦艇。儘管南韓設法降低對美國海軍的依賴，但在

北韓海上挑釁的威脅下，事實上反而是與美國更形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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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與越南都在提升其海軍戰

力，雖然其進行的步調與優先順序不盡相同。其中新

加坡海軍雖規模小，刻正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海軍之

一，並享有相對龐大的國防預算(90億美元)，其日益

先進並以網絡連結的各式載臺，將能滿足保護海上

航道與地區內諸制扼點的需求。印尼正著手提升近

海防衛能力(其原因察看地圖即可一目瞭然)。隨著中

國大陸的軍方對南海的威脅日增，這些國家都已經與

美國加強海軍合作。

●  印度正在對其規模甚大的海軍進行現代化。印度海

軍的水面戰艦種類完備(包括航空母艦)，而且正在擴

大其潛艦的規模並提升其戰力。印度海軍的戰力雖

然日益強大，但其主要關切的是在印度洋(印度90%

的貿易必經的海洋)扮演「警察角色」(constabulary 

role)。然而，中國大陸和印度顯然在各自發展海上力

量的同時，也密切注意對方海上力量的成長。

美國和上述國家都維持良好關係，某些國家即使不是以往

的盟邦或長期友邦—例如印度和越南—美國也與其擴大安

全合作，因為彼此都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感到憂心。至於雙邊合

作則包括海軍合作，於某些情形下，更特意凸顯此種合作，其內

容從分享敏感科技與作業資訊(與日本、南韓及澳大利亞)，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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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當地海軍的能力。美國促使這些安全夥伴對該區域的嚇阻與

防衛能力做出更大貢獻的方法之一，是強化其反海軍能力，例

如陸基或海基飛彈，以提高中國大陸遂行武力投射的代價，如

同中國大陸在該區域提高美國遂行武力投射的代價般。

雖然海軍/反海軍科技的發展趨勢不利於美國在東亞地區

的海權，但以美國馬首是瞻的重要國家提升其戰力，乃是面對中

國大陸實力漸增的重要地緣戰略資產。當然這只是假設一旦中

國大陸企圖脅迫其友邦時，美國藉由維持其於該區域的軍力並

支持這些友邦，而贏得彼等的信任。另外也假設，美國足智多謀

的政治與軍事領導人，既能強化並擴大與這些國家的安全關係，

又能鼓勵中國大陸採取和緩而非敵對態度。同時，美國不能因

為擔心中國大陸反對，而未能給予盟邦與夥伴國支援，以及未

能獲得這些國家的支援。

雖然該區域國家偏好美國軍力駐留及暫時性的多邊合作，

但美國在西太平洋並沒有像北約這樣的聯盟組織—展望未來

也不可能有—可據以建立海上聯盟。蘇聯全盛時期的革命狂熱

與擴張野心，促成歐洲有必要成立北約組織，但中國大陸並沒

有類似的行為舉止。此外，當時蘇聯在經濟與政治上，完全與西

歐隔絕，而中國大陸則不論在經濟、文化或人口分布上，都是東

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非中國大陸行事驟然轉趨躁進，否則

在東亞成立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北約式架構，是既不明智，也不

可行。儘管如此，隨著區內各國海軍力量逐漸增強，加上對中國

大陸漸感憂慮，或許美國會建立一個多邊的海上安全機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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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東亞海上夥伴關係—其成員包括上述國家及其他的大多數

東亞國家。

一般而言，美國已發現其全球海上夥伴關係倡議演變成區

域性事務，這實在不足為奇，因為大多數國家的海上利益偏重於

地方或區域性，而非全球性。再次一提，由於東亞地區基本上是

個群島海域—其中某些世界上最重要且依存度最深的經濟體，

分布在某些最重要的水域—故可以說，世界上任何區域都沒有

比東亞更迫切需要多邊海上安全機制。此外，由於該區域的主

要海洋國家都非常繁榮富裕，而且擁有精銳的海軍，故這些國

家以公平的分工方式，共同保護對其本身與美國都很重要的海

域安全，乃合情合理的事。

當然，建立東亞海上安全夥伴關係的構想，必然涉及中國

大陸與該關係的問題。主張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的觀點認為，

中國大陸的海軍/反海軍能力與活動本身，就是促使其鄰國加入

美國的多邊海上安全機制的主要威脅來源。基於此一論點，海上

夥伴安全關係將會是一個對抗中國大陸的海軍聯盟。然而，聯

合區域國家對抗中國大陸，可能導致經濟保護主義抬頭、中國大

陸加速反介入作為、衝突風險升高，以及減損海上安全；再者，

雖然中國大陸的鄰國憂心中國大陸的能力與行為，尤其是在海

上，但不論美國參加與否，這些國家是否有意聯合起來對付中國

大陸，也都令人質疑。

主張將中國大陸納入其中的觀點有雙重意涵。首先，此舉

可平息中國大陸對美國的猜忌，因中國大陸認為美國在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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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目標，就是包圍與圍堵中國大陸；其次，由於中國大陸可

能是該區域夥伴關係所有參與國的重要貿易夥伴，故一個旨在

確保區域貿易安全的機制，若將中國大陸排斥在外，是有違常理

且於事無補的。不像以往蘇聯被隔絕於歐洲之外，中國大陸既

屬該區域，而且也是該區域經濟運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區域海

上貿易安全和與中國大陸海上貿易安全是完全糾結在一起的。

在正常情況下，將中國大陸納入東亞多邊海上夥伴關係，

可能對海上安全、整體區域安全以及美國利益都有正面效應，

將有能力增進或減損海上安全的新興國家納入其中，而非將之

排除在外，乃是利多於弊；更廣泛地說，與其使中國大陸更形孤

立，並因而成為修正主義者，還不如提高其在區域體制中的利害

關係。

假設中國大陸獲邀加入該機制，則因而引發的問題是，如

果中國大陸不是威脅，那麼是何種威脅促發該機制成立。如前所

述，穆倫的主張可同時因應海上安全所受到的非國家威脅，以

及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所從事的危險或有害的海上販運活動。

除了這些外部威脅外，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海上安全夥伴

關係，將構成一種主旨與範疇均受限的集體安全機制：提供海

上安全。一般而言，集體安全與安全聯盟的性質是不同的，因為

前者包含某特定地理範圍內的所有國家，不論其是否為友好國

家。集體安全的形成係基於以下共識，即所有參與國都將盡力避

免動用武力以及發動其他侵略行為。此外，集體安全還受到某

種相對應認知的約束—至少是種暗示—即參與國可能組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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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付任何違反集體安全的國家，即使這個國家已經加入該機

制。事實上，集體安全體制可轉型為對抗任何恣意妄為參與者

的一種聯盟。14

就東亞而言，依目前的情況，實際上不可能成立一個全面

的集體安全體制。首先，任何意涵涉及臺灣問題乃屬國際安全

議題，以及任何限制中國大陸戰略選項(包括動用武力)的意圖，

必然遭到中國大陸反對。然而這並不妨礙聚焦於避免在國際

水域，尤其是有領土爭議的水域動武的協議。雖然提出主權聲

明的相關各國將抗拒損及其聲明的協議，但這些國家必定支持

「不應以武力解決爭議」此一廣為世人接受的規範。

基於這個觀點，假設中國大陸以及所有其他參與國都符合

某些標準，美國則可提議邀請及敦促中國大陸加入海上安全夥

伴關係，當然區域內其他國家也必須同意才行；如此一來，上述

所提的標準問題遂成了決定因素。15雖然美國與其夥伴國都希

望促成中國大陸參與，但也希望能確保此舉能符合地區海上安

全目標。有關於此，所有希望參加東亞海上安全夥伴關係的國

家，以及中國大陸與美國，或許都應該同意：

● 以和平及達成共識的方式，透過國際法律規範與手

段，解決有關海上領土與資源之爭議。

● 從事承平時期之貿易與其他和平活動的商業與民間

船運，不對其動用武力。

● 非地處該區域的美國與其他國家，同樣享有進出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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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的權利。

● 建立資訊分享、危機諮商與信心建立措施，並進行聯

合演習與聯合作業。

● 採取適當措施處置違反以上規範的非國家行為者或

國家。

這些要求符合既有的國際規範，諸如以和平解決爭端、保

護非戰鬥人員免於遭受攻擊，以及在國際水域自由航行等。儘管

如此，在這個特別的區域場合中重申這些規範是有助益的，而且

以務實的合作措施，以及同意共同對付藐視這些要求的國家，俾

強化這些規範，也是有益的。

根據歷史擁有的屬地原則，中國大陸宣稱—事實上是堅

定主張—擁有南海與東海內某些島嶼(有些只是露出水面的礁

岩)的主權，因此凡是不利於中國大陸此等主張的規定，將格外

引發其戒心。中國大陸、中華民國、越南、菲律賓、汶萊與印尼等

對南海的立場極為複雜，而且似乎無法和解；而中國大陸、中華

民國與日本對東海的立場，情況也近乎如此。因此，不應將解決

這些爭議列為成立或加入東亞海上安全夥伴關係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這些國家雜亂無章的主權聲明，其所依循的法律依據，

既複雜且又不明確(尤其是有關南海的主權聲明)，因此若將解

決此等問題當成成立地區海上夥伴關係的先決條件，將使該構

想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不論美國的盟國、中國大陸，以及其他任

何國家尋求以支持東亞海上安全夥伴關係，換取美國支持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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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的立場，則美國應予拒絕(就像美國現在不偏袒任何一方)。

向中國大陸展現這種夥伴關係不會被用以對抗中國大陸，而且

其他國家也不能利用此一夥伴關係對抗其他的主權聲明國，這

是很重要的。

即使這種有限目的可能很難達成，因為某一方若未能與另

一方的軍事或經濟活動進行競爭，可能將有損其所堅持的法律

立場。儘管如此，正因為各國競相爭奪東海水域內的島嶼、海域

與資源的行為，已然危及經濟發展與安全，故和平及合作行動

的誓言，更應該成為區域集體海上安全機制的標準原則。16

有關參與國不得攻擊中國大陸船運的保證，可能會令中國

大陸感興趣，因這可使其對進入地區及世界海域的通路不致遭

截斷，尤其是遭美國截斷，抱持某種程度的信心。當然，中國大

陸不可能完全依賴這樣的保證，故預料將持續擴充其海軍實

力。對美國而言，則必須考慮，若保證不攻擊商業船運，是否會

因此喪失重要的戰略選項。然而，誠如有關國際法及戰史的研

究顯示，約束各個國家戰時行為的規範，完全不同於承平時期所

遵守的標準。目前美國並未宣稱有權攻擊承平時期從事和平活

動的商業船運。

依照前述條件誠摯邀請中國大陸參與，中國大陸必須選擇

是否強化海上安全合作，抑或涉險使該夥伴關係變成反中國大

陸的海軍聯盟，可能的結果至少有三種：中國大陸可能拒絕邀

請，並以「反中」的指控否定該機制；中國大陸可能應邀加入，但

其後卻未能遵守相關準則；或者，中國大陸加入並且接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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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並成為重要的夥伴。美國應以第三種可能為目標，當然，

要中國大陸同意相關準則是項艱鉅的任務。中國大陸了解區域

各國與美國對其實力增長所抱持的態度，因此本能上會懷疑這

項倡議背後的戰略動機，是意欲限制中國大陸運用該實力。此

外，在審視可能加入成員後，中國大陸必然會注意到，最重要的

成員不是美國的盟邦，就是日益親近美國的國家，這不啻意謂著

中國大陸不論加入該集體機制與否，都可能成為眾矢之的。最

後，即使中國大陸政商界領導人認為加入該集團對中國大陸有

利，共軍可能也會指稱其弊多於利，至於中國大陸的文人政府

是否做好否決軍方主張的準備，目前尚不清楚。雖然中國大陸

與美國的軍事交流過往並不令人鼓舞，但這並不表示追求海上

合作的努力必然徒勞無功。

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坎坷之路或貧瘠之地

美國四十年來追求與中國大陸進行軍事與安全合作的努

力，其結果確實令人失望，中國大陸只有在能獲得重大具體利益

時，才願意有所配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中國大陸與美國

開始修好，也促成重要的軍事交流、軍售、情報分享及其他形式

的合作。當這種合作所要對抗的對象—蘇聯集團—於1989年

解體後，雙方的熱忱也就消褪了。同年，中國大陸安全部隊鎮壓

天安門廣場和平民主示威的運動人士，導致美國中斷與中國大

陸的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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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美國一再熱切地嘗試針對安全事務建立與中國大陸的

溝通管道，期能因而降低相互猜忌、避免誤判情勢，並防止出差

錯(如發生海上事故)。雖然海軍議題與雙方海軍的交流只是美國

廣泛作為的一部分，但其重要性顯而易見，因為中國大陸與美國

海權在東亞水域的逐漸相互重疊。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互訪以及

領導人、國防官員與軍官的會談。另外，美國也已著手推動軍艦

的港口訪問及雙方的作業合作，而唯一值得注意的海上合作，

是發生在距離該區域非常遙遠的索馬利亞水域的反海盜作業。

一般而言，中國大陸對安全合作的態度總是遲疑不決、模

稜兩可，而且還提出附帶條件。中國大陸在同意與美國進行軍

事交流後，每當其認為美國有任何不當的行止，如軍售中華民

國，及支持中國大陸異議人士或所謂的分離主義分子(如達賴喇

嘛)，就終止交流活動。目前令美國官員與觀察家費解的是，美國

與中國大陸交往的主要效應，一直放手讓中國大陸影響雙方關係

的其他議題。17整體而言，美國資深官員有理由認為，在與中國大

陸交往過程中，已經多盡了一分心力，但結果卻仍令人沮喪。

海軍是最不熱衷與美國交流的單位之一，充其量只是與美

方進行斷斷續續的交流，其海軍領導人向來對中國大陸海上野

心與特權直言不諱，不禁令人回想起以往的德國與日本海軍將

領。當中國大陸在東海和南海採取挑釁行動，或將他國舉措視

為挑釁行為而做出強烈反應時，海軍就算不是主謀者，顯然也

是代理人；因此，其為最可能在西太平洋與美國海權發生衝突，

而且是美國最應交往，但卻也是最不樂於進行合作且最桀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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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的軍種。由於中國大陸的海軍相關計畫與規劃是取決於「將美

海軍視為敵人及對中國大陸構成的威脅」而定，故其關注的不是與

美國海上合作，而是阻撓這種合作，海軍將領和19世紀末德國海軍

將領一樣，都認為既有海權意圖阻絕其應有的合法海上通路。

這顯示海上安全可能是最不利於進行合作的領域之一。

那麼有什麼因素能使我們認為海上安全合作仍有任何成功

的機會呢？顯然，沒有美國的創新領導是不足以成事的；最重要

的是，不管中國大陸參加與否，美國都應營造追求東亞海上夥伴

關係的有利條件，如此美國將可獲得目前欠缺的影響力。再次強

調，中國大陸參與才是目標所在，這將有利於處理海上安全問題，

而且有助於維持西太平洋的美國海權。如果在誠摯邀請下，中國

大陸仍選擇不參與，那麼美國及其夥伴國就有更充分理由認為，

中國大陸可能是無助於甚或將威脅區域海上安全的行為者。

本文認為中國大陸可能多所猶豫是否斷然拒絕參與集體海

上安全機制的主要原因是：擔心在區域內遭到孤立。即使中國大

陸軍力大為增長—而且是早在2012年美國重申對東亞的承諾

之前—區域內的重要國家對中國大陸已起了戒心，而且更向美

國靠攏，這可能造成中國大陸更強大的同時，卻也更遭孤立的

矛盾現象。如果中國大陸政治領導人和經濟菁英認為這是其所

望的最佳狀況，則著實令人難以置信。

對於2012年美國決定將戰略重心轉移至東亞，中國大陸的

反應是既矛盾又複雜，這顯示出中國大陸已然瞭解其在該區域

的目標與隱患間存在著緊張關係。美國的中國大陸問題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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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大陸的反應做了如下的分析：18

● 中國大陸官方的評論相當低調、層級低，而且口氣和

緩；半官方、軍方、媒體及智庫的意見，通常批評力道

較強，也較尖銳。

●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強調，美國保證以友善的態度

接受中國大陸崛起，而中國大陸則希望美國因重新重

視在該區域的利益，而促成更密切的合作。

● 下列因素有助於說明為何中國大陸官方矛盾和謹慎

的反應：(a)不願在其新領導人接班前夕擾亂與美國的

關係；(b)認為長期趨勢有利於中國大陸，因此應保持

冷靜；(c)擔心在區域內遭到孤立。

前述最後一項觀點特別值得注意。中國大陸認為—至少

有些人—近年來中國大陸表現得日益強勢，已引起區域內其他

重要國家開始尋求美國的安全保護。美國已經與南韓、日本、越

南、印尼、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其他國家—乃至緬甸—強化關

係；此外，北韓逐漸不像是中國大陸的盟邦，反倒像個負累，而

且情況日趨嚴重。中國大陸分析家(可能還有其外交部)體認到，

美國戰略重心轉移，大體上是為因應中國大陸引發區內域各國

的不安。如果中國大陸以敵對作為回應美國與再平衡策略，可

能將坐實區域內各國的憂慮，反而一開始就促成美國的再平衡

策略。誠如某位美國專家指出：「許多中國大陸的分析家認為，



238 ►  西太平洋海權之爭

美國再度在中國大陸周邊展現影響力和軍力，中國大陸本身應

當為此負起某些責任。」19

衡諸中國大陸強烈警告美國勿企圖分化該區域，意指美國

意圖孤立中國大陸，即可深入瞭解其顧慮。事實上，由於後911

時期美國傾全力投入中東與南亞的戰事，因此中國大陸被孤立

主要是其本身的行徑使然，與美國的作為關聯不大。美國為因

應區域安全顧慮而採行的政策，必然遭到中國大陸反對，因為

這可能加深其遭孤立的處境，而不是減輕。美國的考量並不足以

消除中國大陸對美國的敵意，特別是美國強化可能威脅中國大

陸的軍事舉措。以此觀之，如果區域內重要國家一致歡迎美國的

多邊海上安全計畫；如果這項倡議並不具軍事威脅；如果美國

誠心企盼中國大陸參與；又如果中國大陸了解本身並沒有否決

權，那麼其或許不會斷然拒絕這個構想，免得可能落得倍遭孤

立的下場。

誠如蘭德公司席拉派克(David Shlapak)提醒筆者的，中國

大陸已經預料大部分東亞國家會尋求與美國建立更密切的關

係，如果這些國家尚未建立這種關係的話。中國大陸實力不斷

增長，必然引發區域的憂慮—這是中國大陸為了保護及促進自

己合法利益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何況中國大陸終於有了可資運

用的手段。基於這個理由，中國大陸已經設法降低進一步遭孤立

的可能，並思考拒絕參與集體海上安全機制可能的政治損害。或

許情況果真如此，不過也有跡象顯示，一如前述，並非所有中國

大陸人士都抱持這樣的看法。此外，既然降低中國大陸被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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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來了，又為何要給美國及其盟邦另一個機會，聯合區域國

家與中國大陸對抗呢？當然，這要假設中國大陸認為其所接到

的是誠摯而無害的邀請。

即使中國大陸瞭解拒絕區域海上合作的風險，仍會懷疑

該機制是否是旨在奠定堅實政治基礎的「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或海馬？)，俾在中國大陸周遭部署美軍軍力與聯盟關

係。中國大陸雖然聲稱希望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而且承認美

國是太平洋強權，但卻感受到美國軍事能力與美國新、舊聯盟的

威脅。20但只要美國的合作倡議被賦予使中國大陸與聞區域安全

的途徑，而不是令其難堪，那麼擔心中國大陸遭受孤立的中方人

員(如外交人員)，在與一勁兒反對美國在區域內的部隊、關係與

政策等相關事務的人士(如共軍將領)較勁時，或許會占得上風。

更可能的情況是，中國大陸可能對本文提出的論點持不同

的意見。在典型「動輒得咎」的困境束縛下，中國大陸不會認同

美國在東亞有合法的領導地位與海權，也不會讓美國有機會組

織大多數東亞國家起來對抗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可能會游說鄰

國拒絕美國的計畫，但鑒於區域各國對中國大陸海上野心的不

良觀感，中國大陸的游說不可能得逞。

美國領導人唯有以共同的海上安全利益為訴求，才能說服

中國大陸領導人—政治與經濟菁英—參與合作倡議。當然，

美海軍與其他軍事領導人應當儘可能以最容易令人接受的方

式，向相對的中國大陸領導人提出這個構想，但美國在處理此事

的外交手腕上，應避免賦予共軍否決權(假如共軍尚未就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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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否決權的話)。以往英國政治人物並沒有推心置腹地與德國

政治人物接觸，以防止海上對抗，而是交由中間人穿梭其間試探

狀況。

在那種情況下，不但英國海軍部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而且致力於維持海權優勢已然深植全民意識與國家政策之中。

英國的政治人物與工業家對世局的看法及封鎖德國的需求，大

致上與英國海軍相同，而德國政治人物，尤其是德皇威廉對德

國海軍將領更是言聽計從；相較之下，美國政治領導人則無須為

「海軍利益團體」負責，而且，如穆倫上將等美海軍領導人公然

贊成集體海上安全(包括將中國大陸納入其中)。由於不論中國

大陸加入與否，區域海上合作不但不會削弱或取代西太平洋的

美國海權，反而有助於維持此一海上力量，故美海軍應支持這

項倡議。至於中國大陸領導人是否和德意志帝國領導人一樣，對

敵對的海權思維感興趣，則不是很清楚—但值得加以試探。

最近美國曾提出深刻的見解，並尋求擴大中國大陸與美國

安全對話的範疇，將日益棘手的區域、核武、太空、網路及海上

事務一併納入其中。就此而言，美國最高的政治層級可提出中國

大陸與美國海上夥伴關係構想，不過光是如此並無法促成中國

大陸參與，就有無可能自絕於區域夥伴關係之外，當面就教於中

國大陸領導人，或許是可行之計，至於彼等看法能否一併代表中

國大陸軍方及其海軍的立場，則不得而知。

有關於此，或可見微知著的是，最近有報導指出，美太平洋

司令部與中國大陸的海軍達成協議，將討論與合作打擊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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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天災時從事人道救援任務相關的後勤合作事宜。21顯然，中國

大陸從中得到的實際利益比美國多，而且這種協議與有關海上

安全合作的全面協議相去甚遠。儘管如此，對中國大陸而言，此

事顯示與美國海軍進行合作，並非是碰觸不得的禁忌。

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喪失在該區域捍衛其利益、盟邦、部

隊、海上航行自由及商船船運安全之能力。在任何情況下，與區

域內有能力的海洋國家合作，對美國都是有益的—不論是服膺

馬漢或穆倫的觀點，或兩者兼具。事實上，東亞海上夥伴關係將

成為美海權據以駐留該區域的新架構，而且不論中國大陸參加

與否，美國都應根據前一章所建議的方針，保有海軍的作戰能

力，並推動現代化作為。

當然中國大陸不會比美國更熱切地將海上安全合作當成

「硬海權」(hard sea power)的替代物。事實上，美國或中國大陸

贊成合作的人士，如果認為這項合作機制將可消除中國大陸對

反海軍與海軍能力的投資需求，可能會事與願違。同理，美國

不應期盼東亞海上夥伴關係可消除其載臺易受攻擊的問題，而

應誠如先前述，繼續著手更新其海軍能力。事實上，如果中國大

陸領導人得知美國正為其在西太平洋的海權注入新活力，或許

會更願意接受合作方案。況且，誠如本文所預見的，一旦戰事爆

發，區域海上合作並不會限制美國所擁有的因應選項。

儘管如此，如果多邊海上安全合作付諸實行，而且中國大

陸選擇加入，那麼衝突、誤判、事故及情勢升高等風險應當會

比較容易處理。海上合作的實際功能應可降低海上衝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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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使相關各方的能力並未受影響。因此，只要美國不將海上

合作當成硬海權的替代物，那麼這個合作機制將有機會增進美

國的區域利益、保護美國安全利益，以及為美國通常想要的中

國大陸與美國夥伴關係增添新的面向。

結語

海權向來明確界定戰時與平時美國對東亞的承諾，但海權

並不是美國發揮影響力的唯一手段，美國與舊盟邦及新夥伴的

安全關係也同樣重要。一旦中國大陸出現侵略行為，美國可以此

等關係為基礎加以遏制，或更理想的是，說服中國大陸參與海

上安全合作機制。

中國大陸軍力增強且行事日益專斷，在區域內產生兩種戰

略效應。如前幾章的說明，中國大陸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尤

其是反海軍目標標定與打擊系統，使得行蹤無從隱匿的美軍部

隊(如航空母艦)容易淪為攻擊的目標。迄今為止，中國大陸軍力

增強的另一個效應是，周邊鄰國大聲疾呼要求美國重新給與承

諾並持續參與區域事務。這兩重效應是彼此關聯的，因為體認

到美軍部隊易受攻擊，令區域國家對中國大陸優勢更加惴慄不

安。美國可以堅稱其只想維持在區域內的強大兵力部署，但如

果戰時這些部隊的存活力令人質疑，那麼美國的影響力將衰退，

中國大陸的勢力將坐大。

前一章提議美海軍可朝分散多元、難捉摸、不易被觀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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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動能的海基態勢發展，以擺脫當前的戰略困境。但該提議也

提到，美海軍需要許多年(就算不是數十年)才能使其集中的水

面艦隊完成轉型。因此，在情況好轉前，美軍部隊容易遭攻擊

的問題將益發嚴重。雖然這的確表示與中國大陸交戰的可能性

大增，但也意味著區域可能變得不穩定、海上安全受波及、區域

內國家可能對美國喪失信心，以及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於焉形

成。

即使美國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實現科技選項，但卻有可立

即採行的政治選項。美國可組建區域海上安全合作機制，其目

的並不在於孤立中國大陸，因為不但難以孤立中國大陸，反而

可能導致其更心懷敵意，並決心以美軍部隊為攻擊目標。相反

地，美國應在區域夥伴國的支持下，努力設法將中國大陸納入

集體海上安全機制。至於中國大陸「加入的代價」，則是必須接

受不得威脅海上安全的節制規定、恪遵以和平且共識的方式解

決紛爭，而且事實上接受美國在西太平洋海權的合法地位。

能否成功促使中國大陸加入，主要在於使其相信(a)無論如

何，美國都會推動區域安全合作，以及(b)美國誠摯希望中國大

陸加入。至少在一開始，要吸引中國大陸加入這項倡議的可能性

並不高。儘管如此，一旦中國大陸加入，將帶來很大的益處，故

值得一試。雖然建立海軍合作關係原本應要有中國大陸參加，

但即使少了中國大陸，這種合作仍對美國與區域國家有利。雖然

美國外交人員可能對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所引發的危險提出警

告，但以其嫻熟的技巧足可將該做法加以包裝，而呈現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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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加入的氛圍。畢竟，雖然就中國大陸的觀點而言，上述

的標準並不理想—事實上，令中國大陸厭惡—但卻完全符合

廣為接受的海洋規範。美國再三敦促中國大陸成為國際體系中

「負責任的利益關係者」，而邀請中國大陸成為新東亞海上安全

體系的創始及關鍵成員，將可進一步實現美國的目標。

回想英、德之爭的案例，或許戰略考量將使美國打消倡議

海上安全合作，抑或使中國大陸打消接受該倡議的念頭。如同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目前美國可能無法接受在運用海

洋優勢上受到任何約束。而如同以往的德意志帝國，中國大陸可

能會認為唯有對手的海上優勢瓦解，方得以滿足其通行全世界

海洋的戰略需求。或許馬漢認為海權注定將展開競爭的信念，

在19世紀時如此，21世紀依然正確。果真如此，美國與中國大陸

將會為了爭奪優勢並貶損對方實力，而展開所費不貲且具潛在

危險的激烈競爭。雖然一旦戰爭爆發，東亞海上夥伴關係無法

發揮限制作戰能力或排除作戰選項的功用，但卻可建立信心，

並顯示西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兩個海權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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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ingsley, “U.S. Pivot to Asia Leaves China Off Balance,”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January 2012.

19.  Glazer and Billingsley, 2012, p. 4.

20.  關於中國大陸實質上係抱持著防衛心態且感覺受到威脅的論述中，最新且精

闢見解者，見Andrew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How China Sees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2.

21.  見Donna Miles, “U.S., China to Consider Sharing Resources During Joint Missions,” 

Armed Forces Press Service, Octo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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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與建議

        

「平時和戰時同樣需要海軍戰略」

—馬漢1

                            

美國須洞燭機先

我們有必要將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置於前述第二章評估歷

史案例的架構中加以思考，如此一來既有助於加以比較這些案

例，也可對西太平洋的美國海權所面臨的風險與機會進行「淨評

估」。因此，表3同時顯示表1有關三個歷史案例的比較，及目前

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的梗概。

表3透露了什麼意義？首先，中國大陸與美國對海上貿易的

依賴程度，不亞於往昔相互對抗的海權強權。和19世紀的德國、

日本及美國本身一樣，21世紀的中國大陸也將被迫對抗美國這

個既有強權的海上拒止戰略。雖然目前中國大陸在成就海權的

能量上遠不及美國，但卻有潛在的經濟、工業與科技實力，可在

西太平洋對美國構成強大的挑戰。中國大陸海權和往昔的海上

挑戰者一樣，係分不同階段逐次發展，而且以整建近岸防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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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起點，目前正擴大其威脅範圍，除超越從本土遂行打擊的距

離外，不久後再涵蓋其主權主張且資源豐富的鄰近海域。中國大

陸以反海軍能力為形式的海權—即使不是在海上的力量，也是

加諸海上的力量。中國大陸是否會發展為成熟完備的全球性海

權，雖然仍不得而知，但目前這個問題遠不及其在西太平洋的意

表3 中國大陸與美國海權對抗與相關歷史案例之比較

英國與美國 英國與德意志帝國 美國與日本帝國 美國與中國大陸

對海上貿易的依

賴程度

英國：高

美國：中

(增長中)

英國：高

德意志帝國：中

(增長中)

美國：中度

日本：高

美國：高

中國大陸：高

雙方經濟依存度 高 中 低 高

經濟與工業相對

能量與潛力

英國：高

美國：高

(增長中)

英國：高

德意志帝國：高

(增長中)

美國：高

日本：中

美國：高

中國大陸：高(增

長中)

海軍科技、技能

與經驗

英國：高

美國：中

(增長中)

英國：高

德意志帝國：中

(增長中)

美國：高

日本：高

美國：高

中國大陸：中(增

長中)

利益衝突，包括

爭奪勢力範圍
低 中 高

程度不一(

區域性衝突：中

全球性衝突：低)

進行海上安全合

作的可能性
高 中(未進行) 低 中

海軍利益的政治

影響力

英國：高

美國：高

英國：高

德意志帝國：高

美國：中

日本：高

美國：中

中國大陸：中

結果
包容、合

作、結盟

敵意增強，可能爆

發戰爭

戰爭的主要成因

與手段

競爭或合作？尚

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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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得重要。即使中國大陸選擇不建立一支完備的遠洋艦隊—

將容易淪為美國的攻擊目標—至少將持續令西太平洋的美國

海權陷於險境的作為。

從上述的分析架構中，可一窺既有海權與新興海權應如何

達成合作，才不至於淪為相互競爭與對抗的端倪嗎？首先，誠如

美、日之爭的案例顯示，雙方缺乏強烈的經濟依存與其他的一致

利益，乃是不祥之兆。此外，倘若新興強權缺乏與既有強權展開

競爭或有效對抗的潛力時，那麼既有強權則較無意願包容新興

強權並與其進行合作。儘管日本帝國國力強盛，但如果美國選

擇與其對抗，則日本擁有的工業規模或經濟模式都不足以對美

國構成挑戰，而後來美國確實選擇與其兵戎相見。與此形成強

烈對比的是，英國了解若美國決心向其挑戰，英國不可能占上

風。此外，由於英、美兩國的利益漸趨一致，而且雙方的經濟關

係緊密，故英國領導人認為包容美國海權，最後與其進行合作，

乃為最佳對策。相形之下，英國認為德國尚未強大到難以與其對

抗的程度，但卻又看出德國在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戰略已然對英

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因此兩國選擇競爭與對抗，而且對於合

作隻字未提。

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與工業/科技潛力龐大，故美國在西太

平洋海權的對抗上，沒有狂妄自負的本錢，而且中國大陸與美國

的全球經濟與安全利益大體上是相容的，其中包括海上貿易安

全利益。這表示根據本文所建議的方向，雙方是有進行海上安

全合作的潛在可能。既有強權提出該構想，以及新興強權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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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構想，都是符合本身的利益—倘若理性與政治家風範能主

宰大局。

中國大陸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擁有必要的技能、經驗與準

則而成為真正的海權，正如過去的德國、日本和美國也大致上花

上這麼久的時間才成為海權國家，而且彼等皆為高度已開發國

家。但中國大陸對美國海權所構成的威脅將更快來臨，中國大陸

可輕易獲得並加以應用的現代科技，其提升目標標定能力的成

效，將大於提升美軍部隊的存活力。

現今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情況，就像19世紀末的英國與美

國，但也像同時期的英國與德國。當時英國在西半球的利益，尚

不足以成為其與新興的美國海權進行對抗的理由，雖然兩國最

後得以和平相處及互惠互利，但英美之爭案例並不能做為當前

的模範，因為美國不允許中國大陸在東亞有類似「門羅主義」的

主張。假設美國的利益要求其在西太平洋維持一支強大軍力(如

同本研究從頭到尾的假設)，那麼英、德之爭的案例比較像當今

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的情況，因為當時英國在歐洲的利益要求

其必須因應德國的挑戰—因此，美國與中國大陸政治人物的運

籌帷幄能力面臨了挑戰。

如同英、德之爭的案例，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全球利益比區

域性(也就是鄰近中國大陸)利益更相容。中國大陸與美國也和

英國與德國一樣，彼此間有高度的經濟依存關係，以及在安全貿

易上有共同的利益，然而，這些因素並未能防止英、德的海權對

抗—而且，到目前為止，也未能防止中國大陸與美國走上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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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之路。

在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與英德之爭中，海軍的政治運作有

所不同，在後者案例中，兩國政治領導人不僅認同追求海權乃必

要之舉，而且競爭也是勢在必行。這導致雙方未能追求甚或未

能考慮以合作方式追求海上安全。目前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海軍

都缺乏英、德兩國海軍在對抗高峰時期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

此外美海軍已表示有意於海上安全合作，尤其是與中國大陸進

行合作。

中國大陸海軍將領的意見可能對其與美國兩大海權在西太

平洋的互動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正構思使中國大陸海權不只

是海軍的需求，而且是中國大陸的需求(正如馬漢所主張的)，並

積極建立中國大陸在區域內的海上拒止能力。由於挑戰區域內

的美國海權及控制海洋資源，乃中國大陸的優先要務之一，因此

就像德意志帝國與日本帝國海軍在類似的關鍵時刻，其海軍也

可能擁有很強大的影響力。此外，或許也像德國與日本的案例一

樣，目前中國大陸的文人領軍能力(包括對海軍的控管)，似乎是

自其建政以來最脆弱的時期。2

即使在政治層面上，中國大陸與美國之爭可能也無法像以

往英美之爭那樣，獲得和諧圓滿的解決。再次一提，美國可不會

像英國當年接受美國勢力範圍那般接受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然

而中國大陸與美國無須步上英、德之爭的後塵—展開軍備競賽、

對峙乃至兵戎相見，這取決於包括海軍將領在內的美國政治人物

與中國大陸打交道的方法，是否能比英國領導人因應德國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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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來得更有創意且更靈活—也就是尋求集體海上安全。

美國不能指望中國大陸接受東亞海上夥伴關係；事實上，

中國大陸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尤其是其海軍可能挺身反對。然

而，如果美國持續推動這種夥伴關係，將發現至少區域內大多

數國家將在美國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強化海上安全。即使中國大

陸並未加入，這樣的結果將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提供一個

持久且具有彈性的新政治與運作架構。這個方法將可利用美國

最重要的政治優勢：區域內尋求美國領導的盟邦及其他國家。倘

若美國不能掌握此一先機，那麼這個優勢還能維持多久，實在不

得而知。

不過，區域海上夥伴關係並不能使美國海權免於中國大陸

日益增強的反海軍能力之危害，無論美國及其夥伴國組成何種

機制，中國大陸這項能力無疑都將持續增長，因此美國應該善

加利用至今仍保有的另一項重大優勢—科技優勢。美國死守

著傳統的水面作戰態勢，只會徒增作戰風險，並且終將面臨政

治風險。由於航空母艦具有諸多優點，加上其他區域並沒有先進

的反海軍威脅，故未來數十年，航空母艦仍將是美海軍全球的

核心戰力。但美國應儘快發展較不易受攻擊、多樣化、捉摸不定

且以網絡連結的打擊載臺，並將其部署至西太平洋執行任務。

海權的未來

海權已經成為馬漢理論—及他本人—的同義詞。然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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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到通稱為資訊革命與全球化兩大相關發展所影響，未來的

歷史將記載海權於21世紀初進入了後馬漢階段。基於前述幾章

所說明的原因，馬漢的部分—而非全部—海權原則(他所處時

代的海權國家採行之原則)已然失效。(概述如表4)

如果這些改變—或至少朝這些方向發展的趨勢—是正

確的話，則將對美國與中國大陸海權具有重大意涵。美國將難

以在西太平洋維持制海—亦即無視於他國意志，逕自使用海洋

的能力；而且中國大陸也無法達成制海。

如果科技確實使得海上拒止變得更容易，制海變得更困

難，而且經濟整合確實可強化各國在海上安全中的共同利益，那

麼可以斷定美國與中國大陸—分別為本世紀的既有與新興強

權—應當尋求海上合作而非競爭。

如同19世紀末興起的強權—德國、日本與美國—中國大

表4 馬漢觀點之未來展望

馬漢的觀點 未來展望

由於貿易的重要性，躋身海權國家乃是

位居並維持世界強權地位之必要條件。

大致上仍然如此。

由於世界政治原本就具競爭性，因此新

興海權必須對抗既有海權。

海上安全合作能做為海權競爭與對抗的替

代方案。

需掌握制海權才能遂行海上拒止。 無須擁有制海權即可達成海上拒止。

攻擊至上，防衛只有在有助於攻擊時才

具有重要性。

科技將有利於反海軍能力。

海權乃在海上的力量。 在海上的力量無法確保海權。

海權的基本核心在於水面艦隊的攻擊力

量。

海權將有許多組成要素：海基飛彈、載人與

無人駕駛的海軍航空兵力、潛艦、陸基航空

兵力、陸基飛彈、反衛星武器及網路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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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也許會覺得其實力太弱，無法與較強的國家合作。目前美國

確實擁有某些優勢：盟邦與科技，但這些優勢可能維持不久。美

國為其本身、中國大陸(如果願意加入的話)及其他國家率先著

手確保海洋安全，此其時矣。

現代科技趨勢的意涵之一是，目前在西太平洋制海將變得

更困難，而海上拒止將變得更容易，最後擴及其他地方。另一個

意涵是，由於科技改變，有愈來愈多方法可用以達成及威脅海

權。未來海權不可能有利於老式的水面艦隊，因為潛艦、無人載

具、飛彈、陸基空中打擊部隊及網路戰能力等，都是可在海上發

揮更有效戰力，且更不易受攻擊的方法。

最後，本書的結語與其假設有所不同。當中國大陸在西太平

洋挑戰美國海權時—一個新興強權拒絕順從一個既有強權—

我們應當考量理論與歷史如何闡明當前的案例。事實證明，科

技已經使得海軍對抗—艦隊與艦隊對抗—成為過時的作為。

全球感測能力與精準的長程目標標定能力，使得海洋表面對海

軍與商船船運而言，可能已不再安全。所幸，全球化使許多國

家，甚至世界強權，有更強的誘因想透過夥伴關係而非敵對關

係，尋求其軍艦、貿易與經濟的安全。

美國如何因應中國大陸對其在西太平洋海權日趨嚴重的威

脅，將決定究竟是科技的危險還是合作的前景會占上風，同時也

將決定美國能否在這個至為重要的爭議區域找到妥協之道，俾

掃除障礙，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全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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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p. 89, quoted 

in Hattendorf, 1991.

2.  有關中國大陸對軍方的政治控制流於鬆散的事證包括：對網路戰與反衛星計畫

的監督不夠嚴格、任務執行的作為導致國際事件、文人對國家軍事委員會的指

揮顯得敷衍草率，以及於美國國防部長訪問中國大陸期間，中國大陸新式匿蹤

戰機出乎意料地進行試飛，其根本原因包括中國大陸近來的文職領導人不曾服

過兵役，而且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這些領導人願意給共軍更高的自主權，以

換取其停止軍辦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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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使海權產生革命性的劇變，改變海上防禦與攻擊的平衡

態勢，制海難度提高，海上拒止轉而容易。中國大陸正運用飛

彈、空、海、反衛星與網路戰等技術，達成反介入與區域拒止，

更透過目標標定與網路鏈結技術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水面

艦隊，大有與美國競逐西太平洋海權之勢。

由於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濟高度依存，也擁有共同的安全貿

易利益，加上全球經濟整合、科技變革、中國大陸實力壯大以

及地緣戰略重心轉移，雙方實應尋求海上合作，而建立多邊的

海上安全機制(如東亞海上夥伴關係)或許是可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