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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習思想之輿論反思 

中共政軍所 

龔祥生 

壹、 新聞重點 

  近期中資媒體《多維新聞》在 2018 年 11 月 4 日以〈「習近平思

想」正在被掏空〉為題的社論性報導文章，指出目前習思想過於籠統

龐雜，且目前面臨了三大問題。首先是習思想位階高但實踐層面缺乏

操作性；其次是習執政經歷被賦予了「傳奇」色彩；第三是負責宣傳

的官員手法靈活但思想僵化。1該媒體之前另有報導，除了外傳被定為

四大主軸的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

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之外，其餘習思想被「降格」的現象，如 2018 年

8 月 22 日習近平召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後，原本的習近平新聞

輿論「思想」被降格為習近平新聞輿論「重要論述」。2顯見不只媒體

輿論，中共官方也已注意習思想過雜難以聚焦的問題，並試圖補強中

共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此外，為使習思想走上至高無上且統管一切的位階，先是在 11 月

初由中國重慶市和福建省先後宣布推出 2019 高考政審制度，強制檢

定考生政治態度和道德品格，造成中國民間輿論譁然反彈。3後來央視

抨擊「自媒體」的六大罪狀，試圖鉗制輿論自由。且習 11 月 13 日率

領多位政治局常委和高官參觀北京「偉大的變革  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年大型展覽」時，隻字未提鄧小平的貢獻，試圖將所有成果歸功於

 
1 〈「 習 近 平 思 想 」 正 在 被 掏 空 〉，《 多 維 新 聞 網 》， 2018 年 11 月 4 日 ，

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8-11-01/60095179.html。 
2 〈觀察站：「降格」的習近平思想〉，《多維新聞網》， 2018 年 10 月 27 日，

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8-10-27/60093872.html。 
3〈沒道德者禁應試  中國高考政審挨轟〉，《自由電子報》， 2018 年 11 月 13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24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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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一人。4故習正排除政治思想上的異己，將其思想推崇為至高無上。 

貳、安全意涵 

一、習思想浮濫難以聚焦和實踐 

  就中共遵循的馬克思主義邏輯來說，理論必須能夠指導行動，且

照過往胡耀邦時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故理論思想

和行動實踐在中共黨政運作當中形成了辯證的統一。在經過收斂前，

除了上述四大主軸外，其他如法治、網路治理、黨建、教育、新聞輿

論、對台工作等類別都曾被冠上習近平思想，幾乎包山包海。再依照

人民網公布的〈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導讀〉，一共將習思

想列出了 30個主要分支（見附表），每分支底下分別還有一至三層的

細項延伸。但細觀內容多為重複且華麗空洞的詞句堆積，或簡單直接

的常識，使得整體論述空泛又難以應用實踐。當無法真正用於實踐，

下層又要表忠時，只好在言談間不斷牽強附會，言必稱習思想作為應

付，失去其作為思想的真正功能。 

二、精煉內容以提升理論高度 

  習思想需時間精煉才能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並且以理論的「純粹

性」成就其高度。過往如毛澤東、鄧小平皆有經過精煉並界定，例如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

題的決議》，在毛死後概括總結了「毛澤東思想」的內容，認為毛澤東

思想在六個方面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鄧

小平理論」則是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報告中，將其主要內容概括為

九點，並訂立出鄧小平經濟理論、政治理論、軍隊建設理論、文化建

設理論等四類別。5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 2017

 
4〈習近平參觀改革開放 40 年展 鄧小平疑出局〉，《BBC 中文網》，2018 年 11 月 13 日，

http://trad.cn.rfi.fr/中國/20181113-習近平參觀改革開放 40 年展-鄧小平疑出局。 
5

 「毛思想」六個方面：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於革命軍

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於政策和策略、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於黨的建設；「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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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十九大被寫入了黨章，與鄧一樣是在領導人尚在世時，就將冠

上人名的理論納入，但仍只是在萌芽階段，內容發散造成了臃腫龐雜，

勢必要再經過討論和定名之後才能形成完整體系，並符合習想要與毛、

鄧比肩的理論高度。 

三、中資媒體報導動機意在提醒而非批評 

  中資媒體針對思想內容報導的動機，與其說是「批評」毋寧說是

「提醒」。透過外在於中國的喉舌，提醒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的部門

（主要由王滬寧分管）目前應注意的問題，尤其是思想僵化的宣傳官

員難以整理精煉龐雜分散的思想分支，也無從對於各級官員將所有政

策都攀附習思想進行處理約束等現象。故其用意不在於批評習思想本

身，而在於提醒高層對習思想後續該如何精進和實踐。 

參、趨勢研判 

一、習思想持續以出版選集方式建構 

  以目前官方有意識的將部分習思想降格以達成收斂的趨勢觀察，

未來所謂的習思想分支或主軸將會有系統性的定名或分類。其處理方

式可能透過編輯習近平各類文選的方式進行，以目前已出版的眾多著

作中，其中三本較有特色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新聞輿論

思想要義》和《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為例，第一本在 2014、2017

年分別出版過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是 2012 至 2014年的習演說講

話集，年代較早且篇幅不多，第二卷是 2017 至 2017的講話集，具備

之後十九大被定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初步

脈絡；第二本在 2017 年出版的新聞宣傳指導方針，但目前則是在名

稱上面臨降格；第三本是在 2018 年出版，是第一部闡述習近平關於

 
理論」九點：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問題、社

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問題、社會

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問題、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問題、祖國統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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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思想的理論著作，僅專注在深化改革開放領域。以此觀之，

隨著習的執政時間越長，相關選集將會同步持續出版，逐步完善思想

體系的建構。此外，也不排除將來持續透過中央全會以文件方式賦予

分支思想的正式名稱。 

二、短期內難以克服民間輿論反感 

  目前中共宣傳部門嘗試了許多新型網路宣傳與綜藝節目方式，試

圖將習思想內化進入視聽大眾之中。但就目前觀察，一般民眾已對鋪

天蓋地的習思想宣傳和領導新聞感到疲乏，甚至 2018 年初已有幾起

對習肖像潑漆的案例，由此可知民眾的不滿。故即便進一步精煉思想

內容或改變宣傳手法，其實都治標不治本，因中國民眾的反感來自於

對自身生活處境或自由權利的劣化，現在已不再是文革時依靠意識形

態的「精神武裝」就能輕易克服的時代。 

 

附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內容 

曾被冠名「思

想」者 

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

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習近平法治思

想、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習近平網路強國戰略思

想、習近平黨建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青年工作思想、習近平教

育思想、習近平體育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總書記「三

農」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思想、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習近

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 

分支 1.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黨和國家必須長期

堅持的指導思想 

2.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

方向 

3.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 

4. 黨和國家事業歷史性、根本性的變革和成就 

5.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6.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係全局的歷史性變化 

7. 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 

8. 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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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 

9. 將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到底 

10. 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 

11.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12.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13. 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14. 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15. 用更加健全的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16. 社會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17. 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8.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 

19. 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20. 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主 

21. 打造共建共治共想的社會治理格局 

22. 建設美麗中國 

23.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24. 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25. 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 

26. 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27. 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28. 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強有力 

29. 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30. 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武裝全黨 

備註：灰底表示為目前四大主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思維導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導讀，收好！〉，

《人民日報》，2018 年 10月 18 日，https://app.peopleapp.com/Api/600/DetailApi/ 

shareArticle?type=0&article_id=266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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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國金融不穩現象加劇之觀察 

決策推演中心 

謝沛學 

壹、新聞重點 

  根據中國政府所公布的最新資料，有幾項金融數據的惡化的值得

特別關注。首先，2018年 1-9月中國經常帳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

約 130 億美元，是自加入 WTO 以來首度出現的半年度經常帳赤字。

1其次，中國人民銀行（PBOC）11 月 7 日公布，中國 10 月外匯儲備

減少 339.3 億美元至 3.053 兆美元，創下 2016 年 12 月以來最大單月

減額，及 2017 年 4月以來最低總儲備額。再者，2018 年 9月底為止，

中國的外債已達 1.8兆美元。最後，2018 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下跌將

近 7%，若從今年 3月底高點算起人民幣最大跌幅 10%。  

貳、安全意涵 

一、資本外逃風險上升 

  過去中國經濟得利於鉅額的經常帳盈餘，如 2007 年中國經常帳

盈餘 GDP 佔比曾高達 10%。龐大的盈餘讓北京有充足的籌碼對金融

市場進行調控，包括操控匯率等。這項優勢在 2018 年卻出現反轉，

經常帳盈餘佔 GDP 比已不到 1%。即便在 2015-16 年的資金外逃時

期，中國仍保有經常帳盈餘。2018年上半年開始出現的經常帳赤字，

代表北京在調控金融風險的本錢越來越少，衝擊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

體質以及人民幣匯率的信心，也增加資金撤離的可能性。 

二、北京陷入保匯率或外匯存底的兩難局面 

  儘管中國政府調整去槓桿政策，重啟貨幣寬鬆剌激經濟，試圖以

 
1 「經常帳」（current account）記錄一國與外國包括因為商品、勞務、進出口以及投資所得、其

他商品、勞務所得等因素所產生的資金流出和流入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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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貶值減緩貿易戰所帶來的衝擊。北京並未放任匯率走貶，而是

透過一連串的外匯手段，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維持在一定區間，不至

於超跌。北京的護盤立場除了顯示中國政府並未如外界揣測，將人民

幣作為打擊美國的手段，更反映了穩定人民幣匯率是現階段中國經濟

工作的重中之重。畢竟，穩匯率除了是「穩金融」，更是「穩預期」。

人民幣大幅貶值會削弱民眾的購買力和消費者信心，以及人民幣計價

資產的價格，並引發外資撤離，進一步衝擊已顯脆弱的中國房市、債

市、股市。 

  而中國人民銀行所使用的外匯手段，主要係透過出售所持有的美

債及美元支撐人民幣價格，外匯儲備總額關乎其捍衛匯率底線的能力。

然而，以消耗外匯存底來支撐匯率所費不貲。2015-2016 年的人民幣

崩盤與資金外逃潮，讓北京付出了約 1兆美元外匯儲備及 2 千億美債

的代價。中國人行為了防止匯率超跌，2018 年下半年連續三個月（6、

7、8）減持了近 180 億美元的美國債券，並於 10 月份拋售約 320 億

美元外匯存底。目前中國尚持有 3.05 兆美元的外匯，根據 IMF 的評

估，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下限是 2.67兆，目前僅剩 4000億美元的緩

衝量，而市場對人行持有外匯儲備的信心指標是 3 兆美元。保守估計

北京每個月須消耗 400-500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才能捍衛 7的匯率

底限，明顯沒有能力持續以拋售外匯的手段來支撐人民幣。畢竟外匯

儲備關乎中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和主權信用，當外匯儲備低於信心水準，

也會誘發市場恐慌。背後代表了中國政府正面臨匯率保 7還是外儲保

3 兆的兩難困境。 

參、趨勢研判 

一、人民幣匯率破 7只是時間問題 

  由於人民幣的跌幅關係到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價格，以及外資對

中國市場的信心，對美元匯率保 7 已是中國人行多年來的所奉行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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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然而，這一年以來內外情勢演變，如美國聯準會持續升息所造成

的強勢美元效應、貿易戰衝擊下疲軟的中國經濟，都加深北京達成保

7 目標的困難度。也因此，中國金融界的官員與學者，已開始對外釋

放應該放手讓人民幣破 7 的訊息。如中國政協委員暨人行貨幣委員會

委員劉世錦主張，「應以平常心看待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人民幣的均

衡水準並非一成不變，應該適應人民幣均衡水準的動態調整，增強匯

率的靈活性」。2曾任中國人行貨幣委員會委員的學者余永定更直接了

當表示，「其實 7 和 6.9 並沒有太大區別，如果有，也僅是心理上的…

即使人民幣匯率破 7，我也不認為人行非要干預外匯市場不可」。3畢

竟越是強調保 7關卡的重要性，市場對於破 7的恐慌會越大。倒不如

允許匯率緩步下調，提早釋放壓力，也不必將瀕臨安全底限的外匯存

底用來支撐遲早跌破 7 關卡的人民幣。  

二、匯率走貶恐將引發短期外債違約潮 

  中國目前持有的 1.8兆美元外債中，以 2年內到期的短期債為主，

約佔 1.2兆美元。當美元持續走強迫使人民幣走貶，對於中國債務人，

不論是地方政府或企業，等於增加更多的還款壓力，從而誘發違約的

可能性。以房地產為例，2019 年預估到期的外債至少有 550 億美元。

當中國政府的稅收日趨仰賴「土地財政」，倘若房地產商爆發違約潮

而導致中國房市提前崩盤，對北京將是不可承受之重。 

 
2 〈劉世錦談人民幣匯率:破 7 和保 7 論忽略了均衡是動態的〉，《澎湃新聞》，2018年 10 月 8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06353。 
3〈人民幣不存大幅貶值基礎  宜盡早完成匯改〉，《新華網》， 2018 年 8 月 10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s.com.cn/sylm/zjyl_1/201808/t20180810_5856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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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福建晉華公司遭美國起訴之意涵 

網戰資安所 

曾怡碩 

壹、新聞重點 

  《經濟日報》於 2018 年 11 月 8日報導，美國商務部、司法部接

連出手，向中國福建晉華積體電路以及台灣聯華電子兩家公司開鍘。

這有三個層面的考量：除有助鞏固美國記憶體地位外，同時確保關鍵

技術不外流到中國，另尚可成為美中貿易戰中的談判籌碼。美國商務

部先於 10 月 29日宣布，將中國國有記憶體大廠福建晉華列入出口管

制實體名單。台灣聯電與福建晉華有密切技術合作生產動態隨機存取

記憶體（DRAM）關係，美國司法部緊接著在 11 月 2 日宣布，以經

濟間諜罪起訴福建晉華總經理與其他兩位聯電主管。 

貳、安全意涵 

  在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前，美光（Micron）於 2017 年 2 月就在台

灣指控美光前員工受聯電高層指使，竊取美光的營業秘密後跳槽聯電。

台灣檢方後來將聯電以及美光員工一併起訴。12017 年 12月，美光在

美國加州對聯電提起民事訴訟。2018 年 1 月，聯電與福建晉華在中

國福建控訴美光專利侵權獲得勝訴。但福建晉華的國有企業身分，加

上美國司法部透過《美台司法互助協議》取得的新事證，促使美國商

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制裁福建晉華。緊接著司法部也宣布將推出「中

國行動方案」（China Initiative）反制中國竊取美國營業秘密。 

一、福建晉華與聯電竊取營業秘密對美國形成國安威脅 

  美國商務部指控福建晉華接近具備完全大規模量產 DRAM 的能

 
1 楊伶雯，〈美國制裁聯電、晉華  有三大理由〉，《經濟日報》，2018 年 11 月 8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10/346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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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美國國家安全已構成重大風險，而這些生產力可能源自美國本

土技術，威脅到美國軍方供應商的經濟生存能力。聯電高層指使前台

灣美光員工竊取營業秘密後跳槽聯電，其後申請專利，有 6 個專利與

美光被竊的技術相同或高度相似，而這些營業秘密是無法藉由逆向工

程方式取得的。由於專利申請需揭露技術內容，讓美光得知其營業秘

密遭竊。後經美光舉證，其內部機密文件即載有如何從 25 奈米科技

升級到 20 奈米的技術細節。美光並舉證前員工電腦存取紀錄，顯示

曾大量讀取及下載美光 DRAM 的方法、技術、製程、設計。這讓美

國司法部得以成功地在福建晉華廠房蓋好，準備裝機生產之前，讓福

建晉華與聯電遭到起訴，導致巨額設備閒置，造成更高的損失，對兩

岸高科技產業的警告意味濃厚。2 

二、美國以經濟間諜罪起訴福建晉華以凸顯中國政府共謀 

  福建晉華總經理為聯電派出之合作主管，該員加上其他兩位聯電

主管，均遭美國司法部以《經濟間諜法》（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

第 1831 條起訴。鑒於該條特別針對外國政府或其代理人共謀之經濟

間諜行為，顯見美國除了針對聯電竊取美光營業秘密外，也特意凸顯

福建晉華國有企業官方色彩。由於《經濟間諜法》對於外國政府的認

定採取實質說，因此，只要舉證是國有企業或具有官方資金，即可被

認定為外國政府或其代理人。依此，中國國有企業或其轉投資的科技

廠，都是《經濟間諜法》國家安全保護傘涵蓋範圍下之嫌疑犯。此外，

如果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或是犯罪之幫助行為，只要是發生在美國境

內，則起訴對象不限於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這是美國政府對於中國

尋求代理人竊取營業秘密，期能產生的嚇阻作用。 

 
2 陳良榕，〈六個證據讓美國大膽告聯電、晉華〉，《天下雜誌》，2018 年 11 月 5

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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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趨勢研判 

一、美國將持續以智財權保護對中國加強施壓 

  司法起訴之域外管轄權與出口管制是美國對付竊取營業秘密企

業的兩大利器。2018 年 4 月美國商務部因中興違法向伊朗及北韓出

口，處以 7 年出口管制懲罰，使中興一度瀕臨破產，該禁令經美中雙

方協議後才予解除。福建晉華新廠因美國司法訴訟無法投入生產，半

導體產品也因出口管制無法輸出美國，讓福建晉華陷入困境，相當於

重蹈中興通訊的覆轍。美國在美中貿易戰中，一直將智財權保護列為

談判主要議程。可以預見，無論近期美中雙方是否正式展開貿易談判，

美國仍將以營業秘密保護為重點，祭出司法起訴與出口管制之經濟、

法律制裁，持續加強對中國政府施壓力道。 

二、台灣將藉加強與美國司法互助加強台美高科技生產鏈安全 

  中國積極挖角台灣高科技人才，衍生不少洩露營業秘密風險，也

影響台美高科技生產鏈安全。因此，台灣除應加強制定與落實相關敏

感科技保護規定，也需要注意《營業秘密法》是否與時俱進。由於《經

濟間諜法》中的共謀具有單獨刑責，類似台灣《營業秘密法》中，對

於與域外人士或機構勾結洩漏營業秘密，將予以加重刑責。但美國政

府認定此二者無法畫上等號，質疑台灣《營業秘密法》對於向中國政

府洩密的刑責太輕，導致關鍵技術出口管制無法落實。這其中當然牽

涉兩國司法制度差異。時值美中新冷戰可能興起之際，觀察此次台灣

司法單位積極配合蒐證，並提供美國關鍵資料，可以預見台灣政府為

鞏固台灣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生產鏈中的地位，將藉由加強台美司法互

助，共同防衛台美生產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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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軍陸戰隊軍改後觀察 

先進科技所 

駐點學員李玉偉 

壹、新聞重點 

  根據《中國國防報》2018 年 11月 5 日報導，中共正以軍民融合

運輸模式，提升海軍陸戰隊全域作戰投送能力。1《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也曾刊文稱，中國正參考美軍擴大海軍陸戰隊，建

設全球投射的遠征力量。2美國《2018 年中國軍力報告》中也說明，

中共海軍陸戰隊（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 Marine Corps, 

PLANMC）的擴建，到 2020 年將由 7 個旅，超過 30,000 名人員組成，

並成立海軍陸戰隊指揮部，統籌人員編配、訓練和裝備提升。未來將

配合大型兩棲艦艇及空中載具的擴充，擴大其原有的任務範疇，包括

在海外進行遠征作戰。 

貳、安全意涵 

一、依「遠海護衛」戰略需求擴編海軍陸戰隊規模 

  依據中共海軍「近海防禦、遠海護衛」之戰略指導，中共海軍陸

戰隊自 2015 年 12月軍改後迄今，已由 2 個旅擴編為至少 7 個旅。但

從新成立的海軍陸戰隊指揮部級別（正軍級）、裝備性能提升與大型

兩棲艦船發展研判，其擴編程度應將比照陸軍集團軍級規模增加至 12

個旅，總兵力可能超過 5 萬人以上。就當前公開資料推測，3南部戰區

 
1 〈 軍 事 運 輸 ： 更 快 更 遠 更 智 能 〉，《 中 國 國 防 報 》， 2018 年 11 月 5 日 ，

http://www.81.cn/gfbmap/content/2018-11/05/content_219814.htm。 
2 Michael Peck, “China is Tripling the Size of Its Marine Corps”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29,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china-tripling-size-its-marine-corps-29942 
3 〈陸對台主力第 1 集團軍將改革〉，《中時電子報》， 2017 年 2 月 7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207000794-260301；〈中國海軍陸戰“遠征軍”成型：

三 大 艦 隊 6 個 陸 戰 旅 亮 相 〉，《 騰 訊 網 》， 2017 年 12 月 4 日 ，

https://new.qq.com/omn/20171203/20171203A0P2V8.html；〈海軍陸戰隊某旅組織“榮譽•榮光”優

良傳統主題文藝匯演〉，《中國海軍網》，2018 年 6 月 7 日，http://navy.81.cn/conten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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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防 4 個海軍陸戰旅（含 1 個特戰旅），主要應對南海島礁擴建及海

外基地的防務，與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東部戰區新建 2個海軍陸戰旅，

為制壓釣魚台島嶼爭端及武統台灣的先鋒部隊；北部戰區新建 1 個海

軍陸戰旅，則為機動支援部隊。 

二、藉海外軍事存在擴展區域影響力 

  2017 年 8 月 1 日，中國正式成立了吉布地保障基地。同時仍以

經濟援助的方式，持續為其「珍珠鏈戰略」4積極取得海外的港口、機

場經營權或者租用，亦或是與他國發展特別外交關係，藉由中共在海

上絲綢之路的影響力，來拓展及建設其海外軍事力量，以取得有利的

戰略位置，確保海外能源安全與國際貿易保障。另一方面，中共海軍

陸戰隊透過海外駐防，提升部隊海外軍事行動能力。此舉不僅對區域

內的對手或潛在威脅造成嚇阻，亦可快速應處突發狀況，有助於大國

地位的提升，擴大區域影響力。 

參、趨勢研判 

一、中共海軍陸戰隊將隨海外基地成立擴大海外部署 

  在中共海軍向海外擴展的同時，為確保海上交通線安全，派遣軍

艦至印度洋已成為常態性。因此，需要更多的海外補給點來維繫海軍

任務。當前除吉布地海外保障基地外，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也是進

出波斯灣的石油運輸要道。目前雖沒有傳出中國在瓜港建設軍事基地

的消息，但隨著區域局勢發展可能會有所進展。另一方面，中國透過

「一帶一路」倡議，持續以「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5

 
06/07/content_8054902_3.htm。 

4 「珍珠鏈」一詞首先出現於 2005 年美國國防部淨評估的一篇描述中共海洋戰略，名為《亞洲

能源的未來》( Energy Futures in Asia)的報告。參見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Mee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 '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July 2006. http://www.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amy.mil/pdffiles/PUB721.pdf。 
5 澳洲前國際發展及太平洋次長，參議員菲娜雲蒂韋爾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在《澳洲

人報》發表的文章稱，中國通過提供大額貸款，幫助各國發展基礎設施，她稱之為「債務陷阱

外交」（debt-trap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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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取得港口經營權。同時為強化印度洋的存在力量，包含「珍珠鏈

戰略」沿岸港口，6甚至延伸至非洲大陸地區的快速反應行動，都會大

幅增加對海軍陸戰隊的安全保障需求，未來不排除可能仿照美國海軍

陸戰隊成立陸戰隊司令部，組建海、陸、空一體的軍種部隊。 

二、中共合成化陸戰旅將強化海外獨立作戰能力 

  自 2014 年起迄今，中共海軍陸戰隊展開了 4 次大規模的遠程機

動訓練（如附表），軍改前係以營級單位作為訓練對象，軍改後則改

以驗證旅級單位兵力投射能力為主，其目的是為未來遠征力量發展做

準備。由於海外基地沒有戰區的兵火力和勤務支援，因此海外駐防兵

力必須具備獨立作戰能力，此一關鍵能力在於作戰部隊模組化及合成

化的程度。當前中共海軍陸戰隊正朝向打造高度合成的模組化陸戰旅

（營）邁進，此舉不僅可融入戰區指揮體系，在執行兩棲登陸作戰後

既能獨立作戰，也可與後續登陸的陸軍合成旅無縫接軌，另對於海外

基地的安全保障及區域穩定，也能提供更具有威懾的軍事力量。 

三、中共海軍陸戰隊對台登陸作戰將扮演先期打擊角色 

  軍改後，具有獨立作戰能力的海軍陸戰旅（營），在戰術運用上

可能採取不同於以往的兩棲登陸模式，藉大型兩棲艦艇的遠程投射能

力，搭配直升機及氣墊船的高速特性，結合無人機的偵察與打擊火力，

採小規模立體突擊、滲透、特攻等方式，延伸打擊範圍。以仁川登陸

為例，應跳脫兩棲作戰傳統思維，不排除威脅台灣東岸空軍佳山基地、

海軍蘇澳港及花蓮港，對我國海、空軍戰力保存影響甚鉅。另從陸軍

所屬 71、72 與 73集團軍仍保有兩棲機械化能量來看，未來對台主力

 
6 孟加拉-吉大港（Port of Chittagong）、斯里蘭卡-可倫坡港（Colombo Harbor）、柬埔寨-高龍新港

（Koh Kong New Port）、澳大利亞-達爾文港（Darwin Port）、吉布地-多拉萊（Doaleh Multipurpose 

Port）、阿曼-杜古姆港（Al Duqm Port & Drydock）、巴基斯坦-瓜達爾港（Port of Gwadar）、斯

里蘭卡-漢班托塔港（Magampura Mahinda Rajapaksa Port or Hambantota Port）、馬來西亞-關丹港

（Kuantan Port）、緬甸-皎漂港（Kyaukpyu Deep Sea Port）、汶萊-穆阿拉港（Port of Muara）、孟

加拉-佩拉港（Port of Payra）、印尼-丹戎不祿港（Port of Tanjun Priok）。另馬來西亞/緬甸/孟加

拉-巴生港/實兌港/索納迪斯港（Port Klang/Sittwe Port/Sonadia Port）已為失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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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部隊應仍由陸軍擔任，並運用民用船舶及機漁船等非正規載具，

擴大其兵力投射能力。 

 

附表、中共海軍陸戰隊遠程機動訓練一覽表 

時間 行動名稱 地點 行動概要 特色 

2014年 

2月 

下旬 

海軍陸戰

隊建制寒

訓 

廣州-

朱日

和 

設計以偵察預警、複雜電磁、戰

場機動、實兵交戰、城市作戰及

核生化等趨近實戰環境條件，進

行紅藍軍實兵對抗。參演官兵計

3,000餘名，各式車輛數百台。 

首次赴寒帶

檢驗作戰效

能。 

2015年 

9月 

16日 

“ 叢 林 —

2015”實兵

實彈演習 

廣州-

成都

軍區

馬龍

綜合

訓練

場 

目的在強化陸戰合成營對山岳

叢林地作戰環境的適應能力，鍛

練提高海軍陸戰隊在陌生複雜

地域的實戰能力。演習分火力準

備、開闢通路、前沿戰鬥、縱深

戰鬥四個階段展開，參演兵力為

1 個陸戰步兵營配屬部分裝甲、

砲兵、偵察、戰鬥保障等兵力。 

山岳叢林地

作戰訓練。 

2016年 

1月 

1-26日 

沙漠戈壁

實戰化訓

練 

廣州-

新疆

沙漠

戈壁 

海軍陸戰隊和某特種團第一梯

隊數百名官兵，以沙漠戈壁地區

進攻戰鬥為課題，並與蘭州軍區

某步兵師進行實兵對抗演練，係

海軍陸戰隊特戰部隊空中兵力

投送距離最遠，時間最長，跨度

最大的一次兵力行動。這是海軍

投送距離最遠、運用投送方式最

多的一次兵力投送。 

首次採取了

海軍建制運

力、民用運

力、聯勤加

強運力相結

合的方式來

實施聯合立

體投送。 

2018年 

3月 

12日 

“ 萬 人 千

車”跨區實

戰化訓練 

廣州-

雲南

及山

東 

採取空中、水路、鐵路和摩托化

結合的方式立體投送。並以山岳

叢林、進攻戰鬥為課題，進行叢

林遭遇戰鬥，山地、叢林攻防戰

鬥、潛伏與搜索等 30 多個科目

訓練。 

首次組織全

建制、全系

統、全要素

遠程投送和

跨區實戰化

訓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請參閱〈解放軍海軍陸戰隊：既做海上蛟龍也當雪域猛虎〉，《中國

軍網》，2015 年 2 月 9 日，http://www.81.cn/hj/2015-02/09/content_6346510.htm；〈海

軍陸戰隊“叢林—2015”實兵實彈演習舉行〉，《中國軍網》，2015 年 9 月 17 日，

http://www.81.cn/big5/jmywyl/2015-09/17/content_6684920.htm；〈南海艦隊副參謀長

李曉岩：沙漠戈壁寒訓是常態化訓練〉，《央視網》，2016 年 1 月 17 日，

http://military.cntv.cn/2016/01/17/ARTIEnrNUpVLIiSlttTYfxcD160117.shtml；〈專家解

讀海軍陸戰隊“萬人千車”最大跨區訓練〉，《人民網》，2018 年 3 月 16 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8/0316/c1011-29872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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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經濟走廊「債務陷阱」危機之觀察 

非傳統安全所 

劉蕭翔 

壹、 新聞重點 

  巴基斯坦總理伊蘭姆．汗（Imran Khan）於 2018 年 11 月 2-5 日

訪問中國，此前亦於 10 月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兩次出訪皆為尋求紓

困。沙國已提供 60 多億美元援助，中國則拒絕透露，但巴國財政部

長烏馬爾（Asad Umar）表示，巴國財政困難已經在中沙兩國援助下

化解。 

  巴基斯坦正深陷債務危機，其外匯儲備自 2018 年初起已下跌

42%，目前僅剩約 78 億美元，卻急需 120 億美元以償還外債和支付

進口。除向中沙兩國求助，巴國此回也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請求紓困。 

貳、安全意涵 

一、「債務陷阱」惡化「一帶一路」形象 

  「一帶一路」近來身陷「債務陷阱」風暴，沿線參與國因無力負

擔而暫停或取消計畫項目，甚至認賠退出時有所聞。外界咸認「債務

陷阱」乃中國刻意提供高利率貸款，協助參與國興建規模過大卻不符

所需，又不具商業可行性的基礎建設，從而拖垮對方財政。無力償債

的參與國形同落入陷阱，最後被迫抵押貸款所興建的設施，或在政經

上依附中國。巴基斯坦正是陷入「債務陷阱」的數個國家之一，並於

2015年將瓜達爾港（Gwadar Port）租給中國 43 年，而期間 91%的港

口收入歸中方所有，巴方僅得 9%。 

  中巴經濟走廊北起中國新疆喀什，南迄巴國瓜達爾港，全長 3,000

公里，涵蓋公路、鐵路、油氣與光纖等通道。儘管經濟走廊途經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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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Kashmir）印巴爭議地區，導致印度認為中國間接承認巴基斯坦

於此間的主權，但中國仍堅持走廊是經濟合作倡議，不針對第三方，

更無涉領土主權爭議。中國不為所動之故，在於中巴經濟走廊既連結

「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又為突破「麻六甲

困境」的中東能源進口替代通道，極具戰略價值，故為「一帶一路」

旗艦項目，亦為發展最快的經濟走廊。走廊目前處於早期建設階段，

能源、基礎設施為建設重點，但巴國卻為此債台高築，此非但不利「一

帶一路」形象，更可能催化已成形的「債務陷阱」風暴。 

二、美中巴三方角力隱然成形 

  川普上台後，美巴關係迅速惡化，美國認為巴國接受美援卻又庇

護恐怖份子，故於 2018 年數度凍結與取消援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更於 2018 年 7月警告，國際貨幣基金提供巴國新政

府的紓困金，不應用於償還中國貸款。此除欲懲戒巴國外，相當程度

亦與美中貿易戰有關。美參議院若干議員甚至有禁止國際貨幣基金對

「一帶一路」國家紓困，避免貸款用於向北京還債之意，但蓬佩奧 9

月訪巴時卻保證美國不會阻止巴國向國際貨幣基金求助。 

  中國外長王毅繼蓬佩奧之後訪巴，旨在確認鞏固中巴經濟走廊計

畫，並澄清巴國債務與中巴經濟走廊無關。王毅指出巴國 47%外債來

自國際貨幣基金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更說明走廊 22 個項目，18 個由中方直接投資或援助，僅有 4 個使用

中方優惠貸款，故未加重巴國債務負擔。再者，走廊帶動巴國每年經

濟增長 1-2%，創造 7 萬個就業機會。為化解外界對走廊交易不透明

的批評，中國還提議邀請第三方參與，1而巴國亦於 2018 年 11 月正

式邀請土耳其加入。 

 
1 〈王毅：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成果實實在在，沒有加重巴債務負擔〉，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8 年 9 月 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hd_673091/t15934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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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蘭姆．汗曾承諾要提高中巴經濟走廊計畫透明度，競選時卻多

次表達盼以中國經濟模式助巴國脫貧，而選後其商務部長達烏德

（Abdul Razak Dawood）若非表明過去協定不利巴方而將重審，就是

提議擱置或延長貸款期限。對照伊蘭姆．汗訪中求援之行，凡此顯然

僅為增加談判籌碼。 

  由於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擁有否決權，蓬佩奧的保證代表美國確

實有意重啟美巴關係。其因不外美國正與塔利班（Taliban）談判，而

欲借助巴國對塔利班的影響力。伊蘭姆．汗訪中之行安排於國際貨幣

基金代表團抵達巴國的 11 月 7 日前，而中巴又對協議三緘其口，不

無可能是為向國際貨幣基金爭取有利紓困條件。巴國隱然成為美中競

相爭取的對象。 

參、趨勢研判 

一、中國將有限度援助以掌控中巴經濟走廊 

  巴基斯坦本即資本稀缺、經濟落後，復以政經風險甚高，致使外

資裹足不前，其外匯儲備僅能依賴增加負債維持。縱令國際貨幣基金

多次援助，其財政與國際收支仍難有根本性改善。原因在於其國內儲

蓄不足，政府支出無度，每逢大選前後的利益分贓，更令經濟雪上加

霜。2近年巴國外匯儲備迅速耗盡，與巴國參與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導

致巴國對中國貿易逆差迅速擴大有關（參見附表），但巴國認定中國

不會置之不理，故有恃無恐更不斷向中國需索借貸。蓋因巴國若轉向

國際貨幣基金求助，必然得將債務透明化，中巴經濟走廊項目也將連

帶公開，許多規劃更可能連帶取消，此又為中國所不樂見。此即巴國

為何於 2018 年 7 月，聲稱中國若不助其渡過危機，恐將危及其於此

間的巨額投資。但截至 2018 年 6 月，巴國已於年內向中國借貸 40 億

 
2 劉小雪，〈巴基斯坦經濟困局探析〉，《中國金融》，2018 年 17 期，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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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伊蘭姆．汗訪中前，中國雖已承諾不會讓巴國失望，但咸信亦不

會任由巴國予取予求。一如中國不願對肯亞融資，反倒要求進行更詳

細的研究，以證明其商業可行性，即為避免與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劃上等號。此即伊蘭姆．汗結束訪問後，中國仍拒絕透露

援助細節，待巴國財長及國家銀行行長巴杰瓦（Tariq Bajwa）11 月 9

日後至北京再議之故。目前僅確定雙方將於中巴經濟走廊架構內增設

社會民生工作組，以利改善巴國民生。3中國另同意以人民幣代替美元

與巴國交易，先暫時緩解對巴國的巨額順差，並減輕巴國外匯儲備壓

力。4可預見的是，中國會有限度地援助，卻不會讓巴國徹底擺脫債務

危機，如此中國方能牢牢掌控中巴經濟走廊。 

二、美中巴三方反恐合作難成 

  蓬佩奧重啟美巴關係，爭取巴國促成阿富汗和解之意甚明。中國

近年不斷試圖將中巴經濟走廊延伸至阿富汗，背後實欲藉由發展與經

濟合作實現共同安全。中國除擬藉此穩定阿富汗，避免新疆遭恐怖主

義波及外，亦為保護其中巴經濟走廊。故在阿富汗問題與反恐上，美

中兩國應有合作空間，畢竟中國也不欲巴國庇護恐怖份子。 

  但美中是否願意聯合施壓巴國即是一大問題，以當前美中關係的

低迷，恐怕也暫時無望。再者，巴國多年來欲牽制印度與阿富汗而培

育不少代理人組織，塔利班僅是其一，而這些組織也未必唯巴國是從。

最後，塔利班與阿富汗分散的權力架構亦增添反恐談判難度。美中巴

三方在反恐合作上，短期內恐難有進展。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關於加強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打造新時

代更緊密中巴命運共同體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 年 11 月 4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308/1207_676320/t1

610023.shtml。 
4  Ayaz Gul, “China, Pakistan Agree to Conduct Bilateral Trade in Yuan,” Voice of America, 

https://www.voanews.com/a/china-pakistan-agree-to-conduct-bilateral-trade-in-yuan/4645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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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巴貿易統計表（2013-2017年） 

年度 貿易總額 中國出口 巴國出口 中國順差 

2013 142.2 110.2 32 78.2 

2014 142.3 132.5 27.6 104.9 

2015 170.49 147.87 22.62 125.25 

2016 191.3 172.3 19.1 153.2 

2017 200.9 182.5 18.3 164.2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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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美國期中選舉對中國政策之影響 

國家安全所  

鍾志東 

壹、新聞重點 

  美國國會期中選舉於 2018 年 11月 6 日落幕，選舉結果大致符合

選前多數的預測：民主黨奪回眾議院過半席次，共和黨則繼續參議院

的控制（選舉結果如附表）。對此兩黨分治國會的選舉結果，川普總

統在 11 月 7 日白宮記者會中表示：「共和黨扭轉歷史，延續我們在參

議院過半，在眾議院也遠優於預期。」他主動對獲得眾議院多數的民

主黨遞出和解訊息，表示願意推動兩黨間在國內外重大議題上的的合

作與談判，但強調如果民主黨推動對他個人進行調查，兩黨共同合作

的基礎將會消失。在被問及選舉後的美中關係發展時，川普暗示，中

國將撤銷「中國製造 2025」計畫，而美中間的貿易爭端，很可能在

2018 年 11 月底 G20 峰會時的川習會中達成協議。1民主黨眾議院領

斐洛西（Nancy Pelosi）在選後慶功會上則表示，贏回眾議院會是「美

國嶄新的一天開始」，民主黨將以此落實憲法下國會「對川普政府監

督與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角色，但她不排除兩黨間合作的可

能，以避免國家的分裂。2 

貳、安全意涵 

一、民主黨與共和黨對中國採強硬立場有共識 

  川普政府上台以來，共和黨與民主黨分歧加劇，雙方關係猶如水

火般，互不能相容，但兩黨間政策上難得有的共識是：對中國採取強

 
1 Donald J.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Press Conference After Midterm Elections,”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7,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

president-trump-press-conference-midterm-elections/ 
2 William Gallo and Jim Malone, “Democrats Retake House, Creating Divided Congress,”  

Voice of America, November 7, 2018, https://www.voanews.com/a/lines-are-long-as-americans-

render-midterm-verdict-on-trump/46473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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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立場。《經濟學人》在其「中美對抗」封面文章中指出，現在中國已

被美國政黨、外交、商業界視為戰略對手，而且民主黨與共和黨更在

相互比較，看誰對中國更狠。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

雖然大部分時候不同意川普政策，但他表示：「談到對中國貿易行為

採取強硬態度時，我會更親近川普，勝過於歐巴馬或小布希。」3 此

次美國期中選舉，被視為對川普上任兩年來的施政滿意公投。川普在

全國巡迴輔選時，大肆宣揚其對中國強硬立場，並把發起對中國的貿

易戰，當作其上任兩年來最主要的政績之一。相較下，民主黨在選舉

中無所不用其極攻擊川普的施政同時，卻未見其嚴詞批評川普的中國

政策，此顯示民主黨基本上亦認同美國對中國應採強硬的態度。   

二、中國對選舉結果低調以尋求合作契機 

  川普自豪作為「第一個挑戰中國貿易的美國總統」，可以理解地，

北京希望透過民主黨與共和黨間的矛盾與制衡關係，以舒緩川普對中

國的強硬立場。中共黨媒《環球時報》在 8 月初透露，中共內部有寄

望於共和黨丟掉期中選舉的聲音；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

洛（Larry Kudlow）表示，「習近平似乎認為，等過了 11 月期中選舉，

川普會變弱，進而減輕其對中國貿易的攻擊，這是很糟糕的賭博。」

4選舉期間，中國的英文官媒《中國日報》在愛荷華州購買媒體版面，

攻擊川普的對中貿易政策。但這在川普於聯合國安理會公開指控中國

企圖干預美國選舉後，中國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變。中國不僅對美國

期中選舉保持低調，並開始積極展開中美間高層對話。11 月 1 日，川

普主動在 Twitter 表示：「剛剛和中國的習近平主席進行了一場很長而

 
3 “China v America: The end of engagement”, Economist, October 18,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8/10/18/the-end-of-engagement; Naomi Lim, “Chuck 

Schumer: I am closer to Trump than Obama on trade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April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news/chuck-schumer-im-closer-to-trump-than-obama-

on-trade-with-china 
4 〈美中貿易談判難 背後有賭局？等待中期選舉風向〉，《BBC 中文網》，2018 年 8 月 9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513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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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很好的談話，我們談了很多事情，特別著重在貿易。談話進行得很

順利，在阿根廷 G20 的會面正在安排。」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 11

月 6 日公開表示，強調中美合作關係的必要性，希望能就貿易爭端達

成雙方都可接受的方案。針對期中選舉結果，中國外交部 11 月 7 日

表示，不便評論美國內政議題，但強調「保持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是有共識的，美國各界有識之士對此也有共識。」

5 

參、趨勢研判 

一、眾議院易幟對川普中國政策影響有限 

  民主黨掌控眾議院後，透過法案、預算、調查、與彈劾等四項國

會權力，將對川普政府施政產生影響。但因行政權優勢與國會分治兩

項因素，川普及其所屬的共和黨在政府運作機制上，仍將繼續享有美

中關係的主導權。首先在行政權優勢上，美國總統不僅是國家最高行

政首長與三軍統帥，還享有對國會的否決權。總統透過政策的制定與

執行、人事任命、與對外的締約及協議權，主導美國外交政策。其次

在國會分治上，此次期中選舉結果，川普政府雖然喪失「完全執政」

優勢，但共和黨繼續維持在參議院多數控制，也就確保了川普對在行

政與司法官員重要的人事任命權。民主黨控制眾議院，將有能力杯葛

川普政府在法案與預算上的議程，並透過國會調查權與彈劾權對川普

政府進行監督制衡。民主黨雖不致對川普構成真正威脅，但其對政策

的話語權勢將增加。但一個分裂分治下的國會權，在面對總統的行政

權優勢下，民主黨於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力，主要仍將侷限在眾議院中。    

二、貿易戰選後將持續為川普中國政策焦點 

  針對期中選舉後的國會分治選舉結果，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雖公

 
5〈外交部就朝美對話的立場等答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8 年 11 月 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7/content_53382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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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表示不排除合作可能，但川普好鬥與充滿爭議性的政治風格，加上

民主黨誓言透過國會對川普政府進行調查監督，美國兩黨政治的惡鬥

將日趨白熱化。但川普政府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與「經濟

掠奪者」的基本格局將不至有所改變，民主黨對此立場雖未見異議，

不過一向強調人權與貿易保護的民主黨，應會加碼要求對中國採取更

強硬的立場，以增加川普政府在美中貿易談判時的困難性。對川普而

言，貿易戰將是複雜美中關係重中之重，因為這是他引以為傲的政績。

透過「以戰逼和」的策略，川普應希望能儘早與中國達成對他明顯有

利的協議，以做為在兩年後競選連任時的重要成就。這也說明當北京

近來陸續釋出願意與美國談判和解的訊息後，川普就迫不及待的予以

透露。但無疑地，民主黨一定不樂見川普獨攬對中國強硬政策的政治

利益。川普政府在「中國威脅論」下，成功的定義了美中關係的「競

爭」基調，打破自 1979 年美中建交來的「合作」基本態勢。不甘落

後的民主黨，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在「中國威脅論」的美國政界主

流思維中，嘗試在具體作為上，提出自己的中國政策來與共和黨競爭。 

 

附表、2018年 美國期中選舉結果 

選舉單位 總席次 

改選後席次 改選前席次 

共和黨 民主黨  尚無結果  共和黨 民主黨 

眾議院  435   200   230    5   240 195 

參議院  100   51   47    2 51 49 

州長  50   25   23    2 27 23 

說明：眾議院全面改選，參議院改選 35席，州長改選 36席。 

資料來源：作者綜合整理自公開資訊，截至 2018 年 11 月 16 日之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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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美中外交與安全對話之觀察： 

中國的觀點 

國防策略所 

陳亮智 

壹、新聞重點 

  2018 年 11 月 9日，美中兩國於華盛頓舉行川普總統任內第二次

外交與安全對話（Diplomatic & Security Dialogue, D&SD）。美方由國

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與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出席，

中方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

箎與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代表。會中雙方就各自的戰略意圖、

兩軍關係、台灣議題、南海問題、朝鮮半島局勢以及宗教自由與人權

等問題，廣泛地進行意見交換。雖然雙方在台灣、南海與人權議題上

仍多所交鋒，但楊潔箎認為此次對話是真誠、具有建設性、且富有成

果的。1 

貳、安全意涵 

一、對話的舉行對中國至關重要 

  對北京而言，此次外交與安全對話的舉行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

它透露了若干中美關係發展的「正面訊息」。2就時間點而言，對話是

在中美兩國貿易戰正激烈進行之際，若能順利與美國進行「2+2」的

溝通與磋商，這無異是一個與美方重新修好的契機。另外，由於美國

 
1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Chinese Politburo Member Yang Jiechi, 

and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and Defense Minister General Wei Feng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9,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11/287279.htm;〈楊潔箎、魏鳳

和出席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共見記者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 年 11 月

10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11992.shtml。 
2 原先的會談是訂於 10 月份在北京舉行，後來因為美國決定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裝備發展

部及其部長李尚福實施經濟制裁，加以雙方因為貿易戰、台灣、與南海等問題，因此延

後一個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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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結束 2018 年期中選舉，而川普與習近平將於 11 月底在阿根廷的

「二十國集團」（G20）高峰會中會晤，因此若是能與美方的外交及國

防首長先行會談，則將能藉助雙方在這些領域的對話，進而尋求突破

彼此貿易戰的瓶頸。這樣的進展與鋪陳，符合中國的利益。就政治領

袖的態度而言，川普於 11 月 1 日在推特表示，他才與習近平就美中

貿易衝突有一段「非常好」的談話；在他們所談論的許多議題中，貿

易是「重中之重」。川普致電習近平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開啟，這

讓中方可以順勢進行操作。11 月 6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公開強

調中美合作關係的重要性，期盼兩國就貿易爭端達成協議。11月 7日，

中國外交部表示，保持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極為重要與必要。11月

8 日，習近平在接見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時強調，中美雙方「對彼此

的戰略意圖要有準確的判斷」；中方希望通過對話以解決與美國的問

題，但前提是美國必須尊重中國所選擇的道路發展之權利與合理權益。

3 

二、中國在重要戰略與安全議題仍堅守其立場 

  北京在會談中就若干重要戰略與安全議題仍堅守立場，並未向美

國做出讓步，亦未與美國達成任何具體協議。首先，在戰略意圖上，

中方強調其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堅定奉行防禦型的國防政策，

無意發展軍備競賽。中國與美國是有衝突但卻不對抗，且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其次，在台海議題上，北京強調台灣事關中國主權與領土

的完整，是中美關係最敏感的議題，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再者，在南海問題上，中方強調其對南沙群

島及附近海域的主權乃殆無疑義。中國在其上建設民用與必要之防禦

設施完全正當合法，無關乎「軍事化」問題，美方應充分尊重此一事

 
3 「 習 近 平 會 見 美 國 前 國 務 卿 季 辛 吉 」，《 新 華 網 》， 2018 年 11 月 8 日 ，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08/c_11236855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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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最後，在中美兩軍關係上，中國表示願以最大誠意加強與美軍溝

通交流，增進互信。由於中美兩國軍艦於 9 月底在南海險些碰撞，於

是雙方願意就「兩軍危機衝突化解與溝通架構」（a military-to-military 

crisis deconflic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的發展保持聯繫溝

通，並落實、強化現有的信心建立措施，包括「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

報機制」與「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此兩項。4準此，中國參與此

次對話的目的並非在於尋求與美方有所共識或妥協，而是藉此向美國

及世界再次表達其在重要戰略與安全議題上的態度，並且願意與美國

進行對話交流的立場。 

參、趨勢研判 

一、中美雙方領導人將順利於阿根廷 G20高峰會中會晤 

  雖然中美雙方此刻正在進行貿易戰，但因為川普向習近平釋

放了若干善意，同時習近平亦回應、推動了雙方的外交與安全對

話，因此兩人在阿根廷所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高峰會的會晤預判將

會順利進行。然而，這一系列的電話善意與對話會談是否有助於中美

雙方緊張關係的緩和？是否有助於中美貿易戰的緩和或消除？此恐

尚未定論。據報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

室主任劉鶴可能即將前往華盛頓與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展開會談。5未來美中雙方的互動極可能決定稍後川普與習

近平的會談，而川習會晤的結果則將影響未來雙方貿易戰的後續發展。 

 
4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Chinese Politburo Member Yang Jiechi, 

and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and Defense Minister General Wei Fenghe,” 有關此項架構，中方稱為

「危機預防溝通框架」，參照：「第二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中華人

民 共 和 國 國 防 部 ， 2018 年 11 月 10 日 ，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8-

11/10/content_4829114.htm。 
5 “China’s top trade negotiator Liu He heads to US in bid to kick start new talks on easing tensio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3,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Aarticle/2172878/chinas-top-trade-war-negotiator-prepares-pave-way-xi-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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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地緣戰略競爭格局不因為外交與安全對話而趨緩 

  中美兩強的外交與安全對話並不能真正緩和，甚至改變他們在地

緣政治上的戰略競爭態勢。從本次對話會談的結果來看，雙方似乎只

在陳述各自的立場，表達對對方與雙方關係發展之主觀樂觀的期待，

然雙方並未真正地就彼此的歧見進行實質的協商、談判，並且獲得一

個最終為雙方所能接受的安排，例如：台灣議題、南海問題以及宗教

信仰與人權問題。雖說對話與交流能增進彼此的瞭解，但由於對充滿

重大歧見的問題沒有具體的解決結果，未來中美雙方仍將在這些歧見

上爭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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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期美對台發言與作為看台美關係 

國家安全所 

駐點學員 李豫程 

壹、新聞重點 

  2018 年 11 月 9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美中第

二輪外交安全對話後，回覆記者提問時指出，美國與台灣有著緊密的

關係，「我重申美國的政策並未改變，而我們關切，中國加大力度去

強迫他人來限制台灣的國際空間。」2018 年 10 月 31 日美國在台協

會（AIT）台北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在上任後首次記者會

中指出，美國有義務支持台灣維持充足的自我防衛能力以對抗脅迫，

是《台灣關係法》的根本要素。2018 年 10 月 29日，主管亞太安全事

務的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海大衛（David Helvey）在美台國防工業

會議閉門演講中表示，遵守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下的義務，是確保

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重要關鍵，「台灣一向，也將持續是美國在地區

的重要夥伴。」1 

貳、安全意涵 

一、美中競爭下提升台灣戰略重要性 

  隨著美國 2017 年 12 月公布《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以及 2018年 1月公布《國家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報告後，美國已正式將中國定位成競爭對手，後續美國的航

行自由任務及美中貿易戰，顯示美中間的競爭已進入白熱化。值此之

 
1“Press Availability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Chinese Politburo Member Yang Jiechi, 

and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and Defense Minister General Wei Feng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9,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11/287279.htm；〈美國在台協會處

長酈英傑記者會致詞〉，美國在台協會，2018 年 10 月 31日，https://www.ait.org.tw/zhtw/remarks-

by-ait-director-brent-christensen-at-press-conference-zh/； 

“U.S. 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Keynote Remarks,” U.S. Taiwan 

Business Council, October 29, 2018, http://us-taiwan.org/reports/ taiwan.org/ reports/ 

2018_october29_david_helvey_dod_keyno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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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隨著川普在 2018 年 3 月 16日簽署《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及 8月 14日簽署《2019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2019 NDAA），2美方官員在各種

場合說明美國對台立場均將遵守《台灣關係法》的根本要素，並宣示

台美間為民主自由價值理念相同的共同夥伴，更顯示台灣在美國戰略

部署中重要性逐步增強。 

二、川普政府肯定自由民主的台灣為印太地區「重要夥伴」 

  2018 年 10月 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chael R. Pence）在哈德

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就川普政府的「美國對中政策」發表專

題演講，文中提及川普政府將遵守《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

所反映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始終相信，台灣對民主的擁抱為所

有華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32018 年 3 月以來，美方官員黃之瀚

（Alex Wong）、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海大衛等，均先後指出，

台灣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夥伴（川普政府主要官員對台地位論述

彙整如附表）。 

三、美方明白表示對台灣安全的重視 

  針對中國機艦繞台行動，2018 年 7 月及 10 月，美國派遣神盾級

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向中國彰顯台海與南海自由航行一樣，為美軍

在印太海域活動的一部分，並讓中國等周邊國家瞭解美軍的軍事部署

及維護台海安全穩定的決心。8 月底，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處長酈英傑

在「智慧城市論壇–未來交通的新趨勢」開幕致詞時提到，台灣一直

是中國吸收人才的目標，在半導體產業尤其是如此，因為台灣正是全

球半導體產業的領袖。 

 
2〈川普簽署國防授權法  支持強化台灣軍力〉，《自由時報》， 2018 年 8 月 14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18467。 
3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

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1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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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衛及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等美國官員曾

提及台灣軍費不足問題，恐不足以為台灣提供足夠防禦。2018 年 11

月 3 日，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亞太政策中心

副主任黑考特（Scott Harold），亦指台灣不像個意識到危機的國家，

質疑台灣是否對「正在面對一個立即可能發生的真實挑戰」具有急迫

感。上述言論均對我國感到憂心，並建議我國應正視威脅並提出相對

應準備以應對可能發生之危險。 

參、趨勢研判 

一、台美關係研判將不會受到美國期中選舉結果影響 

  2018 年 11 月 7日，莫健於清華大學演講時，談到美國期中選舉

表示，美國兩黨皆對中國逐漸升高的威脅有所體認，對台既定政策方

針應不會受到期中選舉的結果影響。42018 年 11月 8 日，我外交部指

出，台美關係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長期有跨黨派的強勁支持。此次美

國期中選舉，許多台灣的長期友人均順利連任，本次美國國會期中改

選結果，不會影響美國國會整體友我的基礎態勢。 

二、美國將持續深化與台灣軍事合作 

  2018 年 9 月 25日，美國通過 3.3 億美元軍售案外，2018 年 10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亞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出席華府「第八屆中國國

防與安全年度研討會」時指出，美國對台軍售正朝向常態化，且是政

府對政府的「政府間軍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關係。5研判美國

將依《2019 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1257 及 1258 條、《台灣關係法》

及「六項保證」，持續深化對我軍售；台灣對美國的軍售要求，美國將

隨到隨審、隨審隨處理。以後美國處理台灣軍售，會與其他盟國越來

 
4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訪清華大學勉學生以台灣為傲〉，台灣國立清華大學，2018 年 11 月 7

日，https://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875。 
5  “8th Annual Jamestown China Defense and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October 11, 2018, http://www.afgpi.org/en/webref.php?www.jamestown.org 

https://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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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一致。 

附表、川普政府主要官員有關台灣政策論述彙整表 

時間 官員 論述內容 

2018 年

3 月 22

日 

美國國務院亞

太副助理國務

卿黃之瀚 

黃之瀚定位台灣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角色是「憲政民主

典範」，也成為印太地區其他地方的努力目標。黃之瀚說，

美國也認為要讓台灣典範發揮最大作用。美台能合作強

化印太地區自由開放、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例如美國

樂見台灣領袖採取更符合國際標準的行政程序，保護智

慧財產權，也嚴懲營業秘密的竊取。 

2018 年

6 月 22

日 

美國國務院亞

太副助理國務

卿黃之瀚 

美台關係的真正基礎在於共享價值、民主、市場經濟與

貢獻國際社會，台灣扮演重要與堅實的角色，也是這樣

的共享價值，讓台灣成為美國在印太，甚至全球的重要

夥伴。 

2018 年

7 月 18

日 

美國國防部亞

太助理部長薛

瑞福 

美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不是要反對或對抗任何

國家，這是具包容性、積極與正面的戰略，而台灣是重

要的夥伴。 

2018 年

7 月 24

日 

美國前國防部

長卡特

（Ashton 

Carter） 

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網絡的一部分，台灣是美國傳統政

策的支持者，美國透過執行《台灣旅行法》等各方面領

域，維持與台灣強健的非官方關係，強調支持兩岸穩定

與對話。 

2018 年

7 月 30

日 

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 

談美國在印太的長年參與與印太國家在戰後的發展。他

簡潔地說「在台灣，經濟發展與社會開放、民主，使台

灣成為高科技的動力引擎。」 

2018 年

10 月 4

日 

美國副總統彭

斯 

川普政府將遵守三個聯合公報和《臺灣關係法》所反映

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始終相信，臺灣對民主的擁

抱為所有華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美國國防部副

助理部長海大

衛 

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下的義務是確保一個自由開放印

太地區的重要關鍵，「台灣一向，也將持續是美國在地區

的重要夥伴。」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美國在台協會

台北處長酈英

傑 

美台關係的歷史意義非凡。我們一路走來取得了長足的

進展，台灣不但發展成高科技經濟重鎮，也轉型成高度

成功的自由民主政體。這充分展現了我們一直以來共享

的許多價值，包括對法治的尊重和對公民自由的支持。 

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即代表

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全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

切。我們反對片面改變現狀的企圖。我們歡迎台海兩岸

努力進行減少衝突並改善兩岸關係之和平與穩定的對

話。我們將持續與台灣合作，推動共享的民主價值，並

促進雙方經濟關係的改善。 

2018 年

11 月 5

日 

美國在台協會

主席莫健

（James 

台灣是世界上一股善的力量，台灣與美國之間具有全面

性持久且互惠的夥伴關係，並奠基於雙方支持民主及人

權的共享利益與價值上。莫健指出，台美在安全、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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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arty） 商業及人民關係上等各領域，都有很大的進步。 

2018 年

11 月 8

日 

美國在台協會

主席莫健 

肯定台灣在印太戰略的角色，並認為自由公平的精神就

是台灣最大的優勢。 

2018 年

11 月 9

日 

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 

美國與台灣有著緊密的關係，重申美國的政策並未改變，

而我們關切，中國加大力度去強迫他人來限制台灣的國

際空間。 

分析 根據上述川普政府主要官員論述中，其所共同出現最多為民主，顯示美

國將台灣定位為具備民主價值的典範，可成為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努力目

標，並將台灣視為「重要夥伴」。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網路公開資訊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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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印《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之觀察 

決策推演中心 

駐點學員 邵民國 

壹、新聞重點 

  2018 年 10月 28-29 日，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展開為

期 2 天的訪日行程。自 2005 年以來兩國元首定期互訪，此次訪日是

莫迪 2016 年當選總理以來第三度訪日。10 月 29 日莫迪與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Shinzo Abe）於東京舉行高峰會議，會後共同發表聯合聲

明，雙方同意就《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 ACSA）內容正式談判，協定涵蓋食品、燃料、彈

藥等物資提供、運輸與後勤等項目，並允許印度海軍進入日本位於吉

布地（Djibouti）的軍事基地，日本海上自衛隊（Japan Maritime Self-

Defense Force, JMSDF）亦被允許使用印度位於印度洋東部安達曼-尼

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的軍事基地及設施。1 

貳、安全意涵 

一、深化兩國防務合作應對中國潛艦威脅 

  2008 年 12月中國海軍首次派遣水面艦艇，赴亞丁灣遂行打擊海

盜任務，歷經 5 年的遠洋訓練，2013年 12月更派遣了象徵「戰略性

載台」的潛艦赴印度洋活動。2017 年 8 月 1 日中國首座海外永久基

地於吉布地建設完成，擔負了其海軍於印度洋海域後勤補保的重要使

命。種種舉措顯示，中國海軍於印度洋的經略與擴張已日益提升，尤

其部署了隱匿性佳、偵獲率低、嚇阻性強等特點的潛艦於印度洋，其

針對性及威脅性更勝於水面艦艇，已令印度洋周邊國家倍感憂心與威脅。 

 
1 Franz-Stefan Gady, “India, Japan Begin Negotiations Over Military Base Sharing Agreement,” The 

Diplomat, October 30,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0/india-japan-begin-negotiations-over-

military-base-sharing-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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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12日印度《經濟時報》（The Economic Times）指出，

過去兩年中國潛艦多次出沒印度洋，已對印度洋能源通道安全構成威

脅。2印度洋為連接中東至東亞地區石油運輸的海上重要通道，日本原

油進口每年約 1876億公升（11.8億桶），其中約 87%仰賴中東國家提

供。3依據媒體公開報導，自 2013 年迄今計發現各型潛艦 8 艘次活動

（如附表）。中國企圖藉由展現水下戰力，凸顯於印度洋的軍事實力，

拓展南亞地區影響力及掌握印度洋能源安全要道。日印 ACSA協定，

將助於深化兩國防務安全合作，以應對中國潛艦於印度洋與日俱增的

水下威脅。 

二、日印戰略伙伴關係提升有助於印太戰略框架成型 

  自 2016 年 9 月 26 日迄今，日本已陸續與美、澳、英、加及法等

國完成 ACSA協定簽署，未來日印若達成協議，印度將成為第 6 個簽

署國。日本期盼在美、日、澳軍事同盟穩固基礎上，與印度的「東進

政策」（Act East Policy）找到戰略利益的連接。另結合 2017 年 11 月

6 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安倍在美日高峰會提出，以

「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簡稱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作為實現印太地區穩定發展的基石，藉由美、日、澳等國與

印度共同遏制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印度洋經濟及軍事勢力的擴張

與發展。 

  歷年來印度的外交政策趨向採取「不結盟」（Non-Alignment）的

態度，隨著中國海軍潛在威脅已步步逼進其「後院」情形下，在軍事

作為上卻偏向與美日澳等國共同合作。從定期舉辦的美日印「馬拉巴

 
2 Manu Pubby, “As sightings of Chinese submarines become frequent, Navy steps up guard in Indian 

Ocean region,” The Economic Times, July 12, 2018,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 

news/defence/as-sightings-of-chinese-submarines-become-frequent-navy-steps-up-guard-in-indian-

ocean-region/articleshow/48397646.cms  
3〈2017 年石油統計年報〉，日本經濟產業省，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yo/sekiyuka/ 

index.html。 



國防安全研究院週報 

 36    

 

爾」聯合軍演（Exercise Malabar）、日印聯合演習（JIMEX），以及澳

印聯合軍演（AUSINDEX）等舉動可證，軍事防務安全合作上理應不

減反增。日印 ACSA協定若能順利簽署，將可相互提供完整的軍事後

勤支援，有助於印太戰略框架成型，抵制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影響力。  

參、趨勢研判 

一、結合美印 COMCASA協定戰略圍堵中國海軍 

隨著中國潛艦開始積極於印度洋活動，對於反潛作戰能量相對美、

日較為薄弱的印度海軍而言，如何有效掌握中國潛艦動態，為其海空

巡邏任務重中之重。2018 年 9 月 6 日美印完成《通信相容與安全協

定 》 （ Communications Compatibility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 

COMCASA）簽署，4未來雙方部隊無論在平時演訓或戰時作戰，在共

通的通信系統及數據鏈平臺上，可遂行情資整合與情報分享。5 

日印 ACSA 協定內容屬於後勤支援項目，而美印 COMCASA 協定則

屬於指管情監偵的項目，兩者在作戰任務中均扮演重要的地位與角色。

因應中國海軍常態化經略印度洋，在美、日、澳、印等國戰略伙伴關

係逐漸緊密下，未來 ACSA 協定將與 COMCASA 協定結合成為更完

整而周密的軍事合作網絡，對中國產生無形的戰略包圍壓力。 

二、ACSA將強化日本吉布地軍事基地之作用 

  吉布地位於非洲東北部亞丁灣（Gulf of Aden）西岸，是扼守紅海

（Red Sea）與曼德海峽（Mandab Strait）進入印度洋的戰略要道。日

 
4《後勤交流協定》（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LEMOA）、《地理空間基本交

流與合作協定》（Bas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for Geo-Spatial Cooperation, BECA）

及《通信相容與安全協定》（Communications Compatibility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 COMCASA）

等三項協定為美國與其密切軍事關係國家間，有關軍事安全防務交流、互助與合作的重要軍事

文件。其中 COMCASA 協定旨將美國通信安全設備的轉移提供法律框架，並儘可能使用美國

原始系統進行情資整合、共同作戰圖象分享與安全的數據傳輸。 
5 Christopher Woody, “The US just cut a deal with a major ally that will put China's submarines in their 

crosshairs,” Business Insider, September 14,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 

aus-india-comcasa-deal-improves-ability-to-communicate-and-atrack-subs-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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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吉布地轉變成海外永久軍事基地，提供海軍艦艇後勤補保支

援，以因應中國在非洲地區的經濟與軍事擴張，確保日本海上經濟命

脈的安全。6另外印屬安達曼-尼科巴群島位於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

和安達曼海（Andaman Sea）之間，為印度洋進出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必經通道。此外，該群島設有獨立司令部、海軍基地及雷

達站，可有效掌握中國海軍進出印度洋動態。 

  日本吉布地軍事基地一旦成為永久基地，功能性及重要性如同印

屬安達曼-尼科巴群島，兩者分別可扼控印度洋西部及東部戰略通道

（如附圖），作為監控中國海軍的前沿基地，以及情監偵分享及合作

平臺，亦可滿足雙方海軍艦艇遂行遠訓任務時後勤補保需求，增長兩

國海軍於印度洋任務天數。日印 ACSA 協定將強化日本吉布地軍事

基地之作用，據以成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及印度海軍於西印度洋海域，

維護海上交通線安全的重要戰略支點。此外，當歐、非及中東等地區

發生緊急危難事件，此基地亦可成為兩國撤離僑民的中途據點，其功

能性將呈現多元化發展。 

 

 

 

 

 

 

 

 

 

 
6〈抗衡中共日本擬於吉布地設軍事基地〉，《聯合新聞網》， 2018 年 10 月 16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42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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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國潛艦 2013年迄今赴印度洋活動統計表 

次數 型別/舷號 靠泊國家/港口 航行/靠泊日期 

第 1次 093型（商級）核動力潛艦  
2013 年 12月 13日至 

2014年 2月 12日 

第 2次 
039型（宋級） 

柴油動力潛艦 

斯里蘭卡/ 

可倫坡港 
2014年 9、11月 

第 3次 091型（漢級）核動力潛艦  2014年 12月 

第 4次 
039B 型（元改級） 

柴油動力潛艦 

巴基斯坦/ 

喀拉蚩港 

2015 年 5月 22日至

31日 

第 5次 093型（商級）核動力潛艦 
巴基斯坦/ 

喀拉蚩港 

2016 年 5月 19日至

26日 

第 6次 
039型（宋級） 

柴油動力潛艦 

馬來西亞/ 

亞庇港 

2017 年 1月 3日至 7

日 

第 7次 
039B 型（元改級） 

柴油動力潛艦 

巴基斯坦/ 

喀拉蚩港 
2017年 5月底 

第 8次 
039B 型（元改級） 

柴油動力潛艦 

斯里蘭卡/ 

可倫坡港 

2018 年 10月 4日至 7

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內外不同新聞來源。 

 

附圖、中國潛艦於印度洋活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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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推動綠能政策值得借鏡 

國防產業所 

蘇紫雲 

壹、新聞重點 

  軍備專業媒體〈牧羊人報〉（Shepherd Media）於 2018年 10 月 29

日報導美國防部與綠能科技廠商 Ameresco 簽訂 1.3 億美元合約，將

於「聖安大略聯合基地」（Joint Base San Antonio, JBSA）建置 20MW

（2 萬 kw）太陽光板，8MW（8 千 kw）電池儲能系統，以及 4MW

（4 千 kw）的備用燃氣發電機組。此一計畫可增加基地電力供應的可

靠性，每年將可幫基地節約 24%的能源消耗，並可藉由減少能源支出

的差價，15年便可令投資的費用回收。節約能源消耗，同時導入綠色

能源為美國國防戰略的重點之一。 

貳、安全意涵 

一、美軍過度消耗能源 

  依照美國防部統計，其在能源使用自

2000 年開始急遽上升，2007 年時達到顛峰

約 1 億 1,300 萬桶油當量，2014 年度減為

8740萬桶，約為 2007 年減少 30%。12017 年

美軍則消耗 8,700 萬桶原油，價值 82 億美

元。2美國防部也將持續投資能源科技的創

新。3 

 
1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pp. 4-5. 
2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Energy, Installations, and Environment, 2018 

Operational Energy, https://www.acq.osd.mil/eie/OE/OE_index.html 
3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p.11. 

圖、美國防部能源戰略報告

（2016版） 

https://www.acq.osd.mil/eie/OE/OE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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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補給成為美軍弱點 

  美軍聯參會、各軍種、各戰區的聯合兵棋推演顯示，前線油庫與

能源補給線在亞太戰場將遭到中國「反介入 /區域拒止」（Anti-

Access/Area Denial, A2/AD）、阿富汗戰場則將遭到「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s）的威脅，因此提高前線部隊能源效率以及具備替代能源的使

用能力，成為維繫作戰能力的關鍵。 

三、兼顧作戰任務與財務槓桿 

  此為美國政府推動「節能積效保證合約」（Energy Savings 

Performance Contract, ESPC）的系列計畫之一。目的在減少對石化燃

料的使用。美國防部「營產維護與現代化基金」（Facilities Sustainment 

Resto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FSRM）4投入 270 萬美元。本文所述之

ESPC 計畫，屬於可回收之投資，以前述的聖安大略基地投資而言，

承包的能源科技公司保證每年可節約 870 萬美元的能源，以使 1.3億

美元綠能投資可以在 15年回收達到損益兩平，此後至少 10 年的壽命

週期將成為純收益。 

參、 趨勢研判 

一、軍用綠能政策與戰略穩定推動 

  美國於 2011年將「作戰行動之能源」（operational energy activities）

編入法典，明文界定「作戰能源係指軍隊移動與武器載台機動、訓練、

以及作戰所需的燃料」。5該法律並規範「國防部能源助理部長」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Energy）必須主導並敦促美軍對替

代能源（alternative fuel）之研究發展與應用工程。6同時，必須制定「作

 
4 Jared Serbu, “Congress gives DoD big boost for facility upkeep, but not enough to fix deteriorating 

buildings,” Federal News Network, April 3, 2018, https://federalnewsnetwork.com/dod-reporters-

notebook-jared-serbu/2018/04/congress-gives-dod-big-boost-for-facility-upkeep-but-not-nearly-

enough-to-fix-deteriorating-buildings/  
5 US Code Title 10 General Military Law, § 2924. definition. 
6 US Code Title 10 General Military Law, § 2926 - Operational energy activities. (a)Alternative Fue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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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能源戰略」（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包含能源助理部長、聯參

主席必須發揮政策領導，並指定各軍兵種資深軍官制定能源與替代能

源之規劃。7 

二、能源儲存系統為現階段關鍵技術 

  現階段綠能發展趨勢主要為電力儲存技術，已成為推動綠能的關

鍵技術之一，因此包括著名的傳統軍備製造業 -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也投入類似技術的軍事應用，並開發「電池能源

儲存系統」（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BESS）。 

三、美軍持續導入新能源技術 

  「國防後勤署能源局」（Defense Logistic Agency Energy）持續推

動軍用綠色能源，同時建置微型電網（microgrid）以減少市電長程輸

配的損耗、提高供電的能源效率。2017 年 2 月，亦完成首架 F-18戰

機採用全生質燃料（bio-fuel）的飛行測試，海軍則計畫於 2020 年在

作戰艦艇採用生質柴油，陸軍則將導入油電混合動力（hybrid）作戰

車輛。其他包括新式生質能源等，都將成為美軍研發重點項目之一，

並再次發揮軍民兩用的效益。

 
7 Ibid., See (b)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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