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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16 日，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2010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以下簡稱《報告書》）。本次《報告書》共分

為六章與兩個附錄，分別是第一章關於 2009 年以來中共軍力與其周邊，特別

是臺灣海峽地區戰略局勢的新發展，第二章關於中共當前軍事戰略的分析，第

三章針對中共軍力現代化的目標與其趨勢，第四章探討中共軍力現代化背後支

撐力量的軍事工業以及軍費支出的發展和未來趨勢，第五章專門針對臺海局勢

進行分析，最後第六章則是 2009 年美中軍事交流的研究。正文之後的附錄一

是關於兩岸軍事力量對比的統計資料，附錄二則是 2009 年美中各種軍事交流

的紀錄。 

壹、主要內容 

整體而言，本次《報告書》增加了對於中共軍力發展的正面評價，《報告

書》稱，中共逐漸增加各種「非戰爭」軍事任務在解放軍軍事行動、武器添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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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訓練中的角色與比例，其中許多都與國際安全合作有關，而且亦不涉及敏感

的軍力平衡議題，例如 2009 年中共派遣海軍支隊前往東非亞丁灣（Gulf of 

Aden）參與聯合國國際聯合護航、打擊海盜任務和反恐能力。中共軍隊也應

對中國境內越來越頻繁發生的大型天災救援能力，以及其他國際維和任務與人

道協助等。《報告書》也稱讚中共在軍事透明程度方面有適度的改善，儘管仍

離西方國家的標準很遠。美國對於中共軍方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改善抱持歡迎的

態度，因為這些行為都有助於使中共朝向美國所希望的「負責任大國」的方向

發展。 

《報告書》認為中共的大戰略還是依照「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鄧小平

遺訓，以維持區域內外的穩定國際環境，俾使中共能持續高速發展經濟為主

軸，畢竟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最大基礎。但《報告書》舉出七

項可能改變這一大戰略主軸的內外因素，以支持其對中共內部目前存在的未來

戰略走向分析。這包括中共敏感的民族主義、為了持續發展經濟而必須面對的

資源因素、國內政治壓力、人口問題、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變動性甚高的臺

海議題和區域領土糾紛。這七項因素已開始在中共內部引發針對未來戰略方向

的辯論，目前出現兩種對立的新戰略主軸：加強與美國合作，以及在國際議題

上採取以中共利益為核心考量的強硬態度並避免遭到美國的圍堵。《報告書》

坦言對中共未來戰略方向的預測甚難達成，不僅因為其內部辯論尚無明確的結

果，而且也在於美國方面對中共戰略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的緣故。 

未來戰略路線的辯論也影響到中共軍隊的軍種戰略和建軍努力。《報告

書》對這部分的主要分析集中在中共海軍、空軍、二砲部隊以及網路戰和太空

戰方面的發展，陸軍則較受到忽視。《報告書》認為解放軍的主要軍事戰略，

仍是以積極防禦為主，雖然整體戰略目的是防禦性，但作戰性質則越來越朝向

攻勢化，並著手發展多種不同運用層次的攻擊武器及多軍種協調作戰能力，以

實現其「反介入」（anti-access）和「區域拒止」（area denial）兩項主要作戰。

這兩項作戰的地理範圍遠超過中國周邊海域，以太平洋兩島鏈地區為主，並要

求海軍水面艦隊能在離岸 1,000 浬（1,852 公里）處與敵艦隊交戰，最主要的

目標則是臺灣與美國海空軍。為了達成此一目標，解放軍預計運用的武器主要

包括：傳聞許久的「反艦彈道飛彈」（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能夠攜帶新

式反艦巡弋飛彈（Anti-Ship Cruise Missile, ASCM）的基洛級（KILO）、宋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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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電潛艦及元級與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包括現代級在內可攜帶長程防空與反艦

飛彈的飛彈驅逐艦，以及能夠攜帶反艦巡弋飛彈的 FB-7、FB-7A、SU-30 MK2

戰機。 

《報告書》也指出，中共軍隊的裝備發展並不以解放臺灣為最終目標，許

多發展中的裝備都是以能夠支援在第二島鏈範圍外的「延伸作戰能力」

（Extended Operational Reach）為主要目的。海軍是整個延伸作戰能力的核

心，特別是當中共對中東、非洲、北美的原油及天然氣依賴已經超過整體需求

的一半以上（《報告書》預估在 2015 年，外國能源進口量將達到中國能源需求

的三分之二，到了 2030 年則將高達 80%，而且即使中共所有擬議中的跨國油

管、輸氣管均興建完成，且達到設計運輸目標，也無法有效降低這種依賴程

度），使得中共海軍保衛中國海外利益與海上交通線（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的呼聲日益升高，中共將越來越需要一隻擁有航艦與

遠洋作戰能力水面艦隊的強大海軍來應付保衛海上交通線、護衛中國海外利

益，以及在南海領土爭議中作為不可或缺的軍事依靠。《報告書》認為中共軍

隊未來可能的延伸武力投射地區包括印度、俄國、中亞、南海等地，其中又以

南海是最有可能的目標。 

《報告書》也沒有忽略中共軍隊在太空戰與網路戰的努力。太空科技對於

增強中共軍隊飛彈的打擊精確度與 C4ISR 能力等具有高度重要性，美軍便是

經由其綿密的衛星網路才得以在冷戰結束後的歷次大小武裝衝突中以精確打擊

順利擊敗對手。高解析度與完整的衛星網路對中共軍隊依賴遠距精準攻擊武器

實施反介入與區域拒止作戰必不可少。但除了完善自己的部署，另一個方法是

同時降低敵人在這方面的可靠度，鑑於美軍已經高度仰賴衛星和網路化、電子

化等作戰手段，若能設法使美軍的衛星、網路與電戰設備無法使用，對中共軍

隊必然大有助益；中共軍隊在 2007 年 1 月試射一枚反衛星飛彈擊落太空中的

老舊衛星即帶有這種意涵。此外，解放軍也已成立特殊部隊準備實施網路戰，

長期以來，網路戰已經被視為中共軍隊的第一波攻勢主力，而且是「不對稱」

作戰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報告書》還評估了中國的戰略性核子武力。認為中共即將汰換其大部分

於冷戰時期部署的單一彈頭、使用危險液態燃料、射程較短的老舊 CSS-4 型

窖射陸基洲際彈道飛彈（ ICBM）與「巨浪 1 型」潛射洲際彈道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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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BM），改以能搭載多彈頭獨立自返載具（MIRVs）、使用較安全且能儲存

較久的固態燃料，且可以發射車搭載提高第一擊之後生存率的東風 31、東風

31A 型洲際彈道飛彈以及 CSS-5 型中程彈道飛彈。至於其海軍新式 094 級核

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SSBN）使用的「巨浪 2」型潛射洲際彈道飛彈，則遇

到技術上難以克服的問題而暫時無法服役。 

《報告書》指出，雖然其核武發展有這些進展，但中共的戰略性核子武力

仍面臨數量太少以及複雜的管制問題。而且，其核武政策（不首先使用、也不

對無核武國使用或威脅使用）似乎也正面臨適用上的新挑戰；例如，假使某國

在被北京稱為領土之處從事核武試爆，北京是否將以核武回擊？更嚴重的是，

某些中共軍官公開表示應該明文規定哪些情況下使用或不使用核武。這些問題

都將對中共的新戰略嚇阻能力構成挑戰，因為中共的核武器數量較少，而且較

落後，其戰略模糊是為了對美國和俄國維持一定的戰略嚇阻能力，如果選擇明

確化，可能會降低中共的戰略嚇阻能力，特別是美國與俄國刻正積極發展與部

署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更可能因此降低中共戰略嚇阻的可信度。 

貳、戰略意涵及外界的懷疑與批評 

相較於報告本身的內容，本次《報告書》受到最多注意之處，首先是其發

表時間較原先預定之 3 月 1 日延後達五個半月之久，引起外界諸多揣測，雖然

大多數分析家都認為美國國防部刻意延後發表時程，但對於其真正的延遲原因

卻無從得到證實。 

此外，本次《報告書》的編寫並不像以往僅由國防部負責。財政部與商業

部亦大量參與《報告書》內容的討論。針對這項新作法，一般咸認這是由於歐

巴 馬 政 府 希 望 以 更 正 面 （ positive ）、 合 作 性 （ cooperative） 與 全 面

（comprehensive）的態度處理日趨複雜的美中戰略關係，並試圖以其大戰略

中相當倚重的「軟權力」（soft power）重新指導與整合美國的外交與軍事政

策，在不忽視既存與潛在威脅的情況下，降低美國軍事力量在對外戰略中的主

導性。美國媒體人士 Bill Gertz 便在《報告書》發表前夕，於一篇刊載於「華

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的專文中表示，歐巴馬政府的軟權力戰略不只

應用於中國，也用於應付俄羅斯與伊朗。 

在「軟權力」戰略思維主導下，本次《報告書》呈現出三個與以往較為不

同之處。首先，由於增加不少對中共軍隊在透明度、人道救援與救災等非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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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任務方面的正面評價，以及因應國會在 2009 年通過新的國防授權法案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0）。法案為 2000年來歷

屆《報告書》提出的法源依據，此次要求國防部必須在往後的《報告書》內納

入美中在安全方面的交往與合作，再加上往年中共皆強烈抗議美國發表《報告

書》，稱此過度誇張中共的軍事發展，考量到為了避免過於刺激中共，往年字

面上較強硬的標題「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Report」，今

年被較溫和的「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所取代。 

其次，由於財政部、商業部等非國防部門人員的參與，以及美中雙方於

2009 年 7 月下旬首度展開兩國之間的「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本次《報告書》在第一章報告年度新進展時亦納

入關於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相關分析，認為這個對話有助於增進兩國瞭解與

互信。這種作法有助於增加國防部與其他部門之間在政策上的聯繫與協調，能

統一各部會的對華政策方向，不致出現態度不一、各自為政的現象。 

最後，軟權力思維並不忽視既存與發展中的軍事威脅，而是在真實描述事

實的同時，以更務實的方法處理這些潛在的威脅，避免被「中國威脅」的意識

形態主宰整個對華政策，導致無法更圓滿地捍衛美國利益。美國防部被指示今

後的《報告書》撰寫必須以軟權力思維為主軸，但這種作法卻有意無意遭到破

壞，部分國防部官員承認在中共的戰略與武器發展等部分的內容與去年度相

比，並無實質差異，只有提到少數新發展，這使得某些立場較保守的研究機構

懷疑美國國防部刻意隱瞞某些重要的中國軍事發展，例如「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便指出《報告書》至少在解放軍的反艦彈道飛彈、太

空與網路戰能力的增強、聯合作戰能力、中國的軍工複合體四部分沒有深入的

分析，但這四部分對於解放軍戰力未來進一步的增強，卻具有關鍵重要性。更

令保守派學者憂心的是，有未經證實的謠言指出在本次《報告書》發表之前，

美國國防部曾先就內容向中共方面作簡報，試圖降低歷年《報告書》發表時中

方的強烈反彈。 

此外，儘管本次《報告書》特別列了一章探討海峽兩岸的軍事問題，但很

遺憾的是與去年度《報告書》相比也沒有基本上的差異。儘管今年度《報告

書》提到臺灣方面將進一步實施裁軍，將兵力降至 214,000 人的水準，也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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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臺灣部署的中短程彈道飛彈數目持續增加，並無減少趨勢的資料，以及

兩岸軍力持續失衡，朝向中共有利的方向發展。但在這些數據之外，並沒有提

出一套關於美國如何使情況不致惡化，甚至能夠改善海峽兩岸軍力失衡現象的

整體政策建議，甚至也沒有分析臺灣政府與軍方在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其困

境何在，而美國可以給予臺灣什麼樣的幫助。《報告書》針對臺海議題特別列

一專章似乎顯示美國政府對臺海議題的重視，但了無新意的內容則不免讓人懷

疑其用意究竟為何。 

無論如何，歐巴馬政府在本次《報告書》的內容編寫與方向制訂上提出了

與往年不同的新作法，軟權力雖然有助於降低軍事這種硬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

緊張與敏感程度，不過由於歷年的《報告書》都是美國學界與政府官員引用來

研究或辯護美國對中國政策的重要依據，歐巴馬政府的新作法是否能於降低美

中緊張關係的同時，又不致產生輕忽中共軍事發展的潛在威脅，危及美中之間

的權力平衡，值得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