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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事 戰 略

論「八二三臺海戰役」
中之--空軍作戰

 空軍備役上校　陳偉寬

提 要

一、探究臺海戰役開戰原因概有以下幾種說法：北京、臺北，支援中東、

牽制美軍政治目的等說詞看法各異，雙方宣稱的戰果亦不同。

二、為彌補海運困難問題，我空軍不畏險阻先後實施「中屏」、「神鷹」

空投計畫，以確保戰役期間後勤支援不斷。

三、國軍飛行員接受到美式的戰鬥機纏鬥訓練，講求飛行員特質與優勢之

發揚，注重飛行員之飛行技術與纏鬥技巧。相對而言，共軍則受到蘇

聯準則的影響，依賴嚴格的地面戰管，較不突出飛行員個人的特質。

是以當時國軍飛行員在空戰纏鬥中佔有優勢，故而在臺海空戰中屢創

戰果。

四、因空軍的敢戰能戰，掌握制空，輔以AIM-9B響尾蛇飛彈科技之秘密

武器，真可謂如虎添翼，不單脫胎換骨為一支能遂行現代戰爭的勁旅

，亦成為台海戰役勝利之鑰。

關鍵詞：空投計畫、飛行員特質、纏鬥技巧、AIM-9B響尾蛇飛彈

壹、緣起

　　民國47年8月23日晚間，共軍猝然砲擊金門諸島，震驚國際。歷44天戰役，共

軍對金門發射近48萬發砲彈，卻始終沒有動搖金門軍民的抗敵意志。在「八二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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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戰役」中，我空軍以精湛的戰技，有我無敵的決心，冒險敢死，以卅一比一的輝

煌戰果，為空軍戰史創下光輝的記錄，同時也奠定此戰役勝利的契機。

　　回顧民國44年大陳島撤退後，臺北政府失去浙江沿海島嶼。44年至45年，鐵

路、公路及六大機場相繼完成。在接近金門之石井、澳頭等地，也皆填海築堤，堀

山置壘。【註1】是年，解放軍仿製蘇聯米格17的殲-5試飛成功。46年12月18日，毛

澤東批示：「考慮我空軍明(47)年進入福建的問題」。【註2】有關臺海尤其金門之作

戰準備，都已部署完成。【註3】

　　地理上，金門、廈門隔海相望，金門島上的國軍大砲能封鎖廈門港入口，因此

廈門附近航運受威脅。當時金門擁有美式155毫米加農砲20門、155毫米榴彈砲96

門、105毫米榴彈砲192門，共計308門；而解放軍105毫米榴彈砲223門、100毫米

以上加農砲73門、100毫米海岸砲4門、130毫米海岸砲19門，共計319門。

　　民國47年7月中旬，伊拉克自由軍官組織推翻其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國，並

退出中部公約組織，美、英立即派兵進駐黎巴嫩與約旦，中東形勢緊張。7月17日

，臺灣宣佈：三軍已處於「特別戒備狀態」，全體官兵停止一切休假；高級將領巡

視金門、馬祖地區。【註4】北京政府加強沿海兵力，形成將要攻打台灣的局勢。7月

21日，臺灣海峽暴雨滂沱，30年未遇之特大降水，使國軍偵察機無法出動，屏障

解放軍軍事調動。【註5】7月31日，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和其國防部長飛抵北京，與

毛澤東及周恩來等人密商。但內容並不涉及中共對金門的行動計劃。【註6】

　　民國47年8月4日，北京政府透過福建前線各電臺廣播宣傳「攻取金門馬祖、

武力解放臺灣」企圖先用心理戰術瓦解金門守軍士氣。8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

陸空軍開始大量向福建集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迅速南移，它的轟炸機進駐路

橋機場，戰鬥機則分別進駐沿海各地的機場內。」【註7】8月6日，中華民國國防部宣

佈「臺灣海峽局勢緊張，臺澎金馬地區進入緊急備戰狀態」。同日，蔣經國函電宋

美齡：「共匪空軍進駐金門對岸機場海峽局勢甚為緊張，父親因事赴高雄日內即將

北返，敬祝福安。兒」。【註8】

註1　王禹廷著：《胡璉評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6月15日，第191頁

註2　沈衛平原著、劉文孝補校. 《金門大戰》. 台北: 中國之翼出版社. 2000. ISBN 957-8628-20-X.

註3　王禹廷著：《胡璉評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6月15日，第191頁

註4　沈衛平原著、劉文孝補校. 《金門大戰》. 台北: 中國之翼出版社. 2000. ISBN 957-8628-20-X.

註5　同上註。

註6　沈志華，中蘇分裂歷史細節演講。

註7　蔣經國，〈金門砲戰的基本性質和發展趨勢〉，1958年10月29日講，《只有戰鬥才能生存 只有生存才有希望：

蔣總統經國先生對金馬防區官兵講詞專輯》，台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85:

註8　周美華、蕭李居 (編)，《蔣經國書信集—與宋美齡往來函電》（上），台北: 國史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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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7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兒承父命視察金馬海峽情勢仍緊，但前線士

氣甚高，此則可告慰於大人者。敬請福安！兒」。【註9】8月18日至20日，蔣巡視金

、馬前線。【註10】8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集中在三都港內，隨時準備出動

。【註11】蔣介石到金門巡視防務，在北太武山「毋忘在莒」勒石面前同部將合影，

後在一個古寧頭大捷英雄連隊，先題「冬天飲寒水，黑夜渡斷橋」，又題「忍性吞

氣，茹苦飲痛，耐寒掃雪，冒熱滅火」，「為痛定思痛後，決心一切從頭開始的誓

言」。【註12】蔣親作重要指示並勉勵前線官兵。8月23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父

親曾往金馬二地視察，今已返台北一切平安，請釋念！敬請福安。兒」。【註13】8月

23日，解放軍突然對金門進攻，砲擊一日數萬發。【註14】

　　然砲戰我國終底勝利，蔣介石在民國47年雙十國慶表示：「在這六個多星期的

惡戰苦鬥中，不僅打破了共匪在金門登陸作戰的陰謀，制壓了他侵略東南亞的野心

，更將他虛聲恫嚇、圖窮匕見的一切弱點，都對世界暴露無遺。」【註15】此一戰役

迄民國(107)年已過去一甲子，值得再提，憶古勵今，及思索未來應有之戰略思維

。

貳、開戰原因與戰果

　　吾人探究臺海戰役開戰原因概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北京方面攻取金門說：

民國47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中國政府聲明，直接威

脅廈門、福州兩海口的，為中華民國國軍所佔據的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必

須收復。」【註16】

中國共產黨在8月2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說：「我們的要求是美軍從台灣撤退，蔣軍從金門、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

。」【註17】

註9　周美華、蕭李居 (編)，《蔣經國書信集—與宋美齡往來函電》（上），台北: 國史館. 2009.

註10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8-06-01.

註11　蔣經國，〈金門砲戰的基本性質和發展趨勢〉，1958年10月29日講，《只有戰鬥才能生存 只有生存才有希望

：蔣總統經國先生對金馬防區官兵講詞專輯》，(台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85)

註12　沈衛平原著、劉文孝補校，《金門大戰》，台北: 中國之翼出版社. 2000. ISBN 957-8628-20-X.

註13　周美華、蕭李居 (編)，《蔣經國書信集——與宋美齡往來函電》（上），台北: 國史館. 2009.

註14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06-01.

註15　<金門炮戰>，《維琪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7%A8%E

7%82%AE%E6%88%98。

註16　阮大正，<兩岸史話－兩岸染血的歷史碎片>，《中國時報》，2016-07-02日。

註17　彭德懷在金門炮戰中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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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聲明，在收復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以後，將爭取用和平方法解

放台灣和澎湖列島，並且在一定的時期內避免使用武力，實現台灣和澎湖列島

的解放。

二、臺北方面有如下表示：

民國47年9月27日，金門防衛司令部記者招待會，副司令官柯遠芬正式宣

佈：「共匪自8月23日瘋狂轟擊我金門島群以來，是企圖疲睏我官兵精神，封

鎖我後方補給，實施兩棲登陸攻擊，實現佔領金門的迷夢。但事實已證明他們

是徹底的失敗了。」

蔣介石在民國48年元旦講話：「對我們臺灣海峽從事陸海空三方面大規模

的軍事冒險，企圖攫取金馬，攻掠臺澎，毀滅我中華民國基地，驅逐美國於中

途島以東地區，而使西太平洋整個歸其共產魔掌的控制。」

三、支援中東、牽制美軍政治目的說：(此說法為中國共產黨媒體主流說法)【註18】

。

民國47年7月1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在北京懷仁堂召開緊急擴

大會議，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會議上宣佈：「現在開會！大家都知道了

，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叫中東，最近那裡很熱鬧，搞得我們遠東也不太平；人家

唱大戲我們不能只做看客，政治局做出了一個決定——砲打金門！」【註19】毛

澤東表示：「美軍在黎巴嫩、英軍在約旦登陸，鎮壓中東人民的反侵略和民族

解放運動；我們遊行示威是一個方面，是道義上的支援，從政治上打擊帝國主

義；同時，我們不能限於道義上的支援，而且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援。」【註20】

攻打金門馬祖地區，牽制美軍在遠東的兵力。蘇聯剛提出赫魯曉夫希望訪問中

國大陸，若在訪問前夕大規模砲擊金門，時機恐不太合適，可能使蘇聯尷尬，

容易使世界產生「此係蘇聯指使」之感。7月31日，赫魯雪夫抵降北京【註21】。

蔣中正亦曾表示：「共黨對金門馬祖諸島武裝挑釁，以製造戰爭，這不是孤立

的事件，赫魯雪夫一方面以間接侵略的方式開闢中東戰場，另一方面在8月初

的北平會議中，他交給共匪朱、毛的任務，就是開闢遠東戰場……共匪和帝俄

是在一個目標之下，分東西兩面作戰的任務。」

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葉飛後來回憶說，金門八二三砲戰並不為攻取金門，


註18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不能僅限於

道義上的，還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援。

註19　沈衛平原著、劉文孝補校. 《金門大戰》. 台北: 中國之翼出版社. 2000. ISBN 957-8628-20-X.

註20　同上註。

註2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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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場政治仗。【註22】

四、國際反應

金門八二三砲戰開打後，國際間和美國內部的輿論因為擔心區域衝突升高

為大戰，反對中華民國堅守大小金門和馬祖等褔建外島，也反對美軍介入。

8月31日，蘇聯《真理報》向美恫嚇，謂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威脅，等於

威脅蘇聯。赫魯雪夫於9月7日給艾森豪威爾發信説：「在目前美國早已不是原

子武器來嚇唬其他國家的企圖完全是徒勞的。」

9月11日，英國外相塞爾文•勞埃表示，美國協防外島乃至使用戰術性核

武顯然會有連鎖反應的危險，而中華民國自外島撤軍則可加強其國際地位。9

月29日，美國參議員約翰•甘迺迪稱美國須防衛臺灣，但必須擺脫外島。新西

蘭總理華爾特•納許(Walter Nash)建議台灣自外島撤軍，而由國際間保證其

地位，成為一個獨立而中立的國家。9月3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記者會表

示，若臺灣海峽能獲致靠得住的停火，美國將贊成國軍由外島撤退一部份。10

月1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表示中華民國將眾多部隊佈防在金門不是好辦法

，但國軍不能在敵軍壓境的狀況下撤退。【註23】同日，蔣介石指出反對減少外

島駐軍，中華民國並無接受美國建議的義務，中華民國仍要堅決死守金馬。

五、雙方宣稱的戰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記錄：【註24】擊落國軍空軍戰鬥機18架、擊傷19架，

俘飛行員3名，而解放軍被擊落、擊傷飛機11架，沉失魚雷艇2艘、傷1艘。砲

兵部隊投入32個砲兵營6個海岸砲兵連砲兵連計各型火砲439門，擊沉艦艇7艘

、擊傷17艘，擊毀水陸兩用輸送車14輛、繳獲1輛，摧毀工事327處，汽車9輛

，雷達、電台7部，各種火砲30餘門，斃傷國軍中將以下官兵千餘人，被擊毀

火砲32門、汽車8輛，傷亡官兵460餘員、民兵群眾218名。

中華民國方面記錄：在一百餘次大小砲戰中，解放軍被擊毀野(高)砲221

門、砲位86處、砲兵掩體21座，油彈儲存所17座、各型車輛96部、兵營4座，

國軍只損野(高)砲14門、油彈庫1處、碼頭棧埠2處；【註25】雙方海軍18次大戰



註22　[葉飛著，《葉飛回憶錄》，第四十二章〈砲擊金門與絞索政策〉，解放軍出版社第三十九章〈金門失利〉

1950年，中央已解除福建前線再攻金門的任務。]

註23　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辦公室委託蘭德公司研究著作、謝永湉譯，1985年，《一九五八年台灣海峽危機》，中華

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註24　王禹廷著：《胡璉評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6月15日，第191頁

註25　沈衛平原著、劉文孝補校. 《金門大戰》. 台北: 中國之翼出版社. 2000. ISBN 957-8628-20-X.；《國防通

識教育》第2冊，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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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與解放軍損失為2:108；雙方空軍10次大戰，國軍與解放軍損失為2:32

。死傷最多的軍種為通訊兵，當有線通訊被炸斷時，通訊兵必須背説通訊線圈

，匍匐前進爬出碉堡去接通，在砲彈如雨的情況之下，前仆後繼地誓死完成任

務，反倒是於此次砲戰中，砲兵的死傷較少(目前金門菜刀大賣到現在，其所

用的鋼材就來自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打來的47萬枚砲彈)。【註26】(八二三

炮戰大事紀--如附錄)。

參、國軍致勝之要素--中美聯合

　　美軍顧問團在臺的27年多歲月中，其主要任務為協助我國進行整軍備戰、強化

戰力及保衛臺海戰略地區安全；823戰役期間，美軍雖在政治考量下未能派兵實際

參與，然第七艦隊持續性的在海峽中線以東航道戒護，確保臺灣海峽暢通，使國軍

得以順利執行運補作業，並迫使中共不敢輕易進犯臺、澎等地。再者，美軍所派遣

的協防戒護，在國軍金門外海航道上的船艦外圍進行適當性的警戒，對中共造成莫

大的壓力，也正因為如此，使得國軍鴻運計畫儘管在敵砲火猛烈下仍能順利進行，

達成任務。其他如空軍的軍機換裝、人員訓練等，以及最後的二門8吋榴砲，都在

在證明美軍對臺協防的貢獻。

　　九二海戰中的沱江艦為傳統軍艦，新的沱江軍艦則是飛彈巡邏艦，海軍對飛彈

巡邏艦均以江字號作為系列，因此將新一代的飛彈巡邏艦取名為沱江，一則符合飛

彈巡邏艦的等級，二來也有向九二海戰中奮戰不懈的沱江軍艦致敬之意。九二海戰

為台灣和中國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於金門料羅灣爆發的海上武裝衝突，屬「八二三

砲戰」中一場海上會戰。中國解放軍為封鎖金門，阻止國軍運補，派出十三艘各式

艦艇，和我海軍「沱江艦」等四艘艦艇接戰。雖我方以寡擊眾，順利完成運補任務

，擊沉數艘解放軍艦艇，但沱江艦遭重創。【註27】

　　九二海戰雖以國軍勝利告終，但已經顯示出共軍欲由海上對金門進行封鎖的積

極企圖。同時間，中共宣布12浬為領海，測試華府的反應。為了打破中共對金門封

鎖的企圖，美國第七艦隊與國軍海軍策劃了一連串的海軍聯合作戰，首批以「閃電


註26　漆高儒，《蔣經國的一生》，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91-03-31. ISBN 9578506074. 四十七萬多發砲

彈，每發砲彈要一百美元，專是砲彈就打掉了四千七百多萬美元，還有一樣很少人會去想到的，就是砲的壽命

，如一門砲的壽命有一萬發，打過一萬發砲彈就該報廢了。將近五十萬發砲彈發射過，就有五十門砲報廢，一

明大砲估計值十萬美金，這又至少損失五百萬美金。再加上三十一架米格機的價格，十六艘魚雷快艇的損失。

又加上我砲兵在還擊中擊毀「匪」砲二八○門、「匪」彈藥庫二十三座、油庫二座等等的損失統計起來，中共

沒有佔到一寸土地，卻已費去美金將近二億元。

註27　<沱江艦與九二海戰>，《軍史檔案》，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997244。2016年06月

05日。



201
Air Force Officer Bimonthly

8　http://www.cafa.edu.tw

計畫」為代字，由美艦護衛國艦至金門外海，接著由國艦執行搶灘任務。「閃電計

畫」第一梯次，於9月7日首度實施。在美軍海空掩護下，海軍LSM美平、美頌艦於

11時於料羅灣搶灘，下卸軍品279噸，郵包16包，人員124員。

　　同時間，空軍亦策畫「中屏計畫」，【註28】由空軍C-46、C-47運輸機，裝載軍

品於金門機場實施空投。藉由海空運補行動，以打破共軍對金門的封鎖。

　　海軍「閃電計畫」爾後實施了7個梯次，成效卓著，其中在「閃電計畫」第二

梯次期間，海軍LSM美樂艦不幸遭共軍砲擊而損失。為了提高海軍搶灘運補之效能

，海軍於9月16日成立65特遣部隊，由兩棲部隊司令馮啟聰擔任指揮官，全權負責

運補金門之任務。今後運補將改採新的措施，也就是以兩棲登陸戰車LVT實施突擊

運補。這就是「鴻運計畫」。【註29】該計畫是由海軍陸戰隊官兵4人共駕LVT兩棲登

陸戰車，在驚濤駭浪與砲彈四處炸射的水面上泛水前進。登陸艇上岸後直駛進內陸

掩蔽處，再卸軍品，使「徒手卸載、血染沙灘」的畫面不再出現，為金門守軍減少

傷亡、爭取效率，也成為我軍頑強勝出的關鍵因素。

　　9月19日「鴻運計畫」首次實施，以150輛LVT分三梯次五路展開突擊運補。使

用LVT實施運補的優點在於，LVT裝載軍品可直接搶灘，然後以車自身的動力上岸

直駛至指派之掩體，這時軍品始進行下卸。如此即可避免人員裝備暴露於灘頭上，

徒增遭敵砲轟擊的危險。隔日，「鴻運計畫」第二梯次實施。(鴻運計畫共實施9個

梯次，每次均圓滿達成任務)。

　　在這段期間，雙方的砲戰仍然斷續展開著。為了增強金門反砲戰部隊之反擊力

量，美方應允提供國軍8吋榴砲。為了盡快使金門守軍獲得8吋榴砲的增援，美方將

調遣駐琉球美國海軍陸戰隊所使用之M55 8吋自走榴彈砲(沒錯，就是《戰車世界

》裡美國9階自走砲！)。而如何將M55自走榴彈砲送上金門，國軍與美方協商，擬

定了「轟雷計畫」，【註30】以通用登陸艇裝載8吋榴砲3門，再由美軍船塢登陸艦載

運，至料羅灣外海泛水下卸搶灘。「轟雷計畫」首次於9月18日實施。蔣中正總統

親自飛往澎湖，督導「轟雷計畫」的航前作業，可見其對本計畫之重視程度。20日



註28　823戰役空投初期作業，因未能滿足前方需要，故我策定「中屏計畫第一號」，由空降團抽調一個加強連支援

作業。空軍第10大隊及第20大隊每日整補C-46型運輸機各15架，每架預計載量8,000磅，以增大金門的空投補

給量。

註29　引自專題系列之五 <海軍艦艇搶灘運補　堅定軍民抗敵意志>，《823戰役50週年紀念專題系列報導》，參見

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9/m970827-a.htm。

註30　為使美援8吋榴彈自走砲能摧毀中共對金門的攻勢，故策定「轟雷」計畫。由我海軍以通用登陸艇LCU裝載火砲

、彈藥，由美軍的登陸船塢艦LSD載運，待至距離目標區5浬處，放下LCU泛水，利用黑夜駛進灘頭，火砲即迅

速自行登岸駛離。該計畫共實施3次，均順利成功運抵巨砲，能扭轉戰局，該計畫居功厥偉。引自《823戰役50

週年紀念專題系列報導》，參見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9/m970827-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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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雷計畫」第二梯次實施，3輛M55 8吋自走榴進行搶灘，過程中有一輛履帶

斷裂，停擺於沙灘上，經搶修而得脫困。

　　8吋砲的到達，為金門反砲戰部隊添增了生力軍，儘管戰事已到後期，共軍對

金門的封鎖已因中美的聯合海空行動失去效果，但8吋榴的抵達，確實是金門砲戰

的一個轉捩點。不單是金門守軍實力實質的增強，也展示給中共看，美國對中華民

國的支援力度還在升高。8吋榴第一次使用於實戰，發生於9月26日。金門砲兵以8

吋榴制壓共軍圍頭G203號目標，獲得相當卓越的戰果。

　　戰事發展至10月，對共軍而言，這場仗已經陷入惱人的僵局，既無法獲得決定

性突破，又不能立即抽手。由於國軍陸海空軍的驍勇善戰，金門守軍士氣維持高昂

，而美國支持援助中華民國的立場並未鬆動，毛澤東不得已於10月5日將對金門的

戰略原則，調整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註31】至此，金門砲戰已經失去實質

意義了。隔日，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了毛澤東親筆完成的「告台灣同胞書」，

算是中共方面所施放預備自金門砲戰抽手的訊號。此後戰事仍時斷時續的拖了3個

星期，至10月25日，毛共發表「再告台灣同胞書」，宣布至次日起，將實施「單

打雙停」的政策，算是為八二三台海戰役畫下了一個句點。台海戰事即進入了下一

個階段-明星計劃。

　　美軍一流裝備秘密運抵臺灣：美國政府在得知中國準備對臺灣進行更進一步的

武力威脅後，在1958年8月以「明星計劃」為代號，將一批仍屬於第一手機密的短

程熱導引空對空飛彈，也就是後來正式編號為AIM-9響尾蛇飛彈，悄悄空運抵達新

竹基地，而且更大方的授權基地指揮官可以適狀況使用。這項將美國最先進的武器

系統交給臺灣的軍援行動，可以說是臺美間軍事交流史中，臺灣獲得美軍最先進武

器唯一的一次。連中國的情報組織都不知道美國已完成空對空飛彈的發展。

　　據考證，當時美軍的C-124運輸機是直接由關島直飛桃園光華基地，美軍的技

術顧問及技術人員也同時與這批國寶級的新裝備一起，連夜前往新竹基地。國軍飛

行員直到第二個星期，才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只要耳機響就可發射飛彈擊落敵機的

新玩意兒！」但顯然國軍飛行員的素質相當讓美國人放心，短短5天，國軍飛行員

就已知道這種新式短程飛彈的性能限制。大隊長冷培澍上校在美軍顧問的徵詢下，

在9月18日很有把握的說：「Combat ready！」



註31　金門炮戰,在“打而不登、封而不死”、“雙日不打、單日打”等策略的指導下，打打停停，使得這只“戰爭

恐龍”龐大而罕見，絕對是世界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觀。參見<打而不封，封而不死的政策是什么？>，《百

度知道》，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4624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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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共空戰始末

一、執行空投計畫：

民國47年8月23日，金門遭受敵猛烈砲火轟炸，且敵對金門各港灣碼頭實

施封鎖，威脅我海運任務執行。此時，為彌補海運困難問題，我先後實施「中

屏」、「神鷹」空投計畫，以確保戰役期間後勤支援不斷。

(一)中屏支援前線　增強作戰能量

823戰役空投初期作業，因未能滿足前方需要，故我策定「中屏計畫第

一號」，由空降團抽調一個加強連支援作業。空軍第10大隊及第20大隊每

日整補C-46型運輸機各15架，每架預計載量8,000磅，以增大金門的空投補

給量。

其後為因應作戰緊急需要，尚須加大補給量，因與美軍協商，由日本調

用一空投連來臺協助地勤作業。此外，並作戰管制空軍第3聯隊及第6聯隊所

有可用的C-46型運輸機，會同策定代號「中屏計畫第二號」的空投任務。

此次空投，自9月21日～9月底止，共計出動飛機203架次，空投553,000多

噸補給物資。

(二)神鷹無畏砲火　鼓舞抗敵意志

由於金門地區每月需9,000噸的補給品，因此11月1日起再增擬「神鷹

計畫」，加大每日對金門空投補給品600噸。本計畫自10月1日～10月7日間

，運輸補給品使用的車輛計達220輛，飛機出動最多時一天達93架次，總計

出動空運機388架次，空投物資共1142,400多噸，有效支援前線戰事持續防

衛。

我空軍不僅對金門本島空投，同時針對金門外圍島嶼實施空投作業。金

門外圍島嶼除烈嶼外，大膽、二膽及東碇因距離敵岸近、面積過小，空投作

業更加不易，須以奇襲方式執行，但空投的軍品損失仍極大。不過對我孤軍

戍守前線的官兵而言，空投所帶來的士氣鼓舞與精神慰藉，卻發揮最大效果

，使官兵堅定意志，死守到底。

二、國共空中交戰

回顧政府遷臺初期，我空軍的主力機種仍是P-51、P-47、B-25等螺旋槳

飛機，反觀成軍較晚的中共空軍早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在接收大批蘇聯製米格

15、17等型戰機後，在數量與性能上已經凌駕在我主力F-84G雷霆以及F-86F

軍刀戰機之上；自民國39年9月至41年底左右，中共空軍擁有的俄製戰機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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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架成長至1400架，其中的700架是米格十五型戰機，可用於進犯臺海，我

國空防倍受威脅。

為此，向美國積極爭取高性能戰機是當時我空軍戰略的首要之務，經過萬

分艱辛與努力，美國顧問團空軍組於民國42年起，在臺南空軍第一聯隊協助換

裝與軍援T-33噴射教練機、F-84型戰機，我空軍正式進入噴射時代。之後，美

國再提供F-86型噴射戰

鬥機與AIM-9B響尾蛇空

對空飛彈，有效躍升了

我國空軍的戰力，強化

臺海空防。

早在八二三以前，

為了偵照大陸沿海共軍

軍事設施與動態，國軍

戰機即掩護偵察機在大

陸東南沿海一帶活動。

儘管美方嚴令國軍戰機

絕對不得進入內陸，但

當時國軍飛行員各個爭

相尋求機會與米格機決

戰，競當空戰英雄，於

是空中纏鬥便不時發生

(如圖1)。當時國軍空

軍主要戰機形式為F-86

軍刀機(F-86 Sabre)，

而中共則已經裝備蘇聯

最新的MiG-17，F-86軍

刀機已相形落後，但是

國軍飛行員則以高操的

飛行技術彌補裝備等劣

勢。

國軍飛行員接受到

美式的戰鬥機纏鬥訓練

圖1　國軍飛行員接到起飛命令，奔向停機坪上的F-86軍刀機

資料來源：(圖/空軍司令部)

圖2　F-86照相槍所拍攝到的共軍MiG-17遭擊落前的最後影像

資料來源：(圖/空軍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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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飛行員特質與優勢之發揚，注重飛行員之飛行技術與纏鬥技巧。相對而

言，共軍則受到蘇聯準則的影響，依賴嚴格的地面戰管，較不突出飛行員個人

的特質。是以當時國軍飛行員在空戰纏鬥中佔有優勢，故而在臺海空戰中屢創

戰果(圖2)。後期共軍欲彌補其先天體質上的劣勢，採用「機海戰術」，欲以

數量優勢壓倒國軍戰機。惟本戰術實施之後發現，空戰的本質只能允許與國軍

戰機機數對等的米格機與國機接戰，多餘的米格機僅能跟著陪飛，完全失去原

設想的作用。

發生在平潭空戰可說是臺海戰役的序戰，勝負對此戰役影響頗大：民國47

年的8月，已有跡象顯示中共軍隊持續向福建集結，因此我們空軍也加強金門

、馬祖附近空域的偵察，到了8月14日當天，在新竹基地的空軍第五大隊派出

8架F-86，其戰鬥編組是：長機副中隊長李忠立少校、2號機尹滿榮、3號機秦

秉鈞上尉(圖3)、4號機潘輔德中尉、5號機分隊長劉憲武上尉、6號機梁金中

中尉、7號機劉光燦上尉、8號機劉文綱中尉。其中梁金中在飛行過程中，座機

因艙壓故障而中途折回，所以飛抵馬祖上空偵巡是7架戰機。【註32】

據空軍的資料所述，F-86戰機群在平潭島上空東北方十里處偵照時，發

現中共4架MiG-17戰機前來攔截，因此偵照任務就轉成空中作戰。長機李忠立

少校首開紀錄，擊落1

架MiG-17，隨後秦秉

鈞上尉也抓住機會，擊

落另一架MiG-17，而

據潘輔德中尉口述，他

的4號機也追擊另一架

敵機並射擊兩次，不過

沒有確定擊落。事後據

情報判斷，中共僅有1

架戰機回航，因此空軍

認定潘輔德中尉與尹滿

榮少尉可能合力擊落一

架。



註32　<八一四平潭空戰 軍刀機捍衛台海>，參見ht t p : / / w w w . c h i n a t i m e s . c o m / c n / r e a l t i m e -

news/20170814004624-260417。

資料來源：(圖/空軍司令部)

圖3　八一四空戰”的其中一名空戰英雄秦秉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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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平潭空戰就在我方確定擊落3架敵機後結束(遺憾的是，同樣出勤的7

號機劉光燦上尉就此失蹤，可能被擊落，或者機械故障墜海，總之失去了這名

飛行員)。

空軍第五大隊痛擊共軍三架米格十七戰機的捷報傳出，全國百姓無不歡欣

鼓舞、振奮不已軍民士氣高昂，國內各主要報刊皆頭條報導這項空軍戰果(如

圖4)，先總統蔣公亦召見這場空戰打第一仗，立第一功的飛行健兒，肯定其勇

敢純熟的作戰表現，此役預兆了國軍能在八二三台海戰爭中，再次粉碎中共謀

我之野心！

在八一四平潭空戰之後9天，八二三金門炮戰爆發，戰爭並不只是金門一

地，臺海空戰同樣接連不斷，爆發了以下幾場空戰：

A、八二五空戰：8月25日，空軍第5聯隊第五大隊8架F-86與8架MiG-17空戰，

擊落共機兩架。

B、九八空戰：9月8日，空軍第5大隊12架F-86掩護RF-84偵照汕頭共軍動態，

於澄海上空遭共軍12架MiG-17攔截，當即擊落共機5架。

C、九一八空戰：9月18日，空軍第5大隊4架F-86掩護「轟雷計畫」實施，與

共機8架MiG-17遭遇，擊落共機4架。

此外，空軍第11大隊18架F-86，內中有數架配掛美軍最新之響尾蛇空對

圖4　平潭空戰後，各家報紙的頭版捷報

資料來源：(圖/空軍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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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飛彈，分兩編隊掩護偵照溫州灣，共軍起飛248架次前往攔截，爆發激烈空

戰。我F-86以響尾蛇飛彈擊落共機4架，另有5架為F-86以機砲擊落，戰果輝

煌。此役乃世界空戰史上，空對空飛彈首次使用並擊落敵機之戰例。【註33】

國軍軍刀機群首次與號稱當時共產世界主力戰機的米格17對戰，即取得大

勝利，這亦證明了，即使中共空軍在數量追上國軍、超過國軍，我空軍依然可

以憑著優質的戰技與精良的訓練，穩操勝券！而我空軍弟兄的忠勇及高昂的鬥

志與戰技，為保衛臺澎金馬而寫下輝煌的紀錄，使『筧橋精神』21年後得以延

續並再次發揚光燦。

伍、結語

　　回顧共軍的空中兵力於短時間內膨脹過快，1949年才由蘇聯協助建立第1批6

所航空學校，飛行員主要從陸軍作戰部隊中選調，素質參差不齊，與蘇聯專家間亦

常現語文翻譯及溝通不良等問題，還有許多飛行員是在上級「突擊速成訓練」的要

求下提前畢業。結果是至1953年底的短短4年內，就培訓出飛行員5,945名。【註34】

儘管人數極眾，但訓練不足，飛行技術堪慮，即使日後分批輪調參加韓戰洗鍊，不

過許多飛行員的戰技，顯然不足以應付現代戰機的空中作戰需求。此亦導致國軍空

軍在1950年代，仍長期掌握中國大陸東南乃至華東地區的制空權，並得以隨意進

出中國大陸上空進行各種任務。【註35】皆可反證國軍飛行員與空中作戰的實力確實

較優。另國軍之所以有優良表現，美國的持續軍援與戰機補充，無疑具有積極的正

面作用，即使美國的出發點是為維持其本身的國家利益，而且軍援的戰機以防禦性

為主，並未包括中長程的作戰機種如轟炸機與攻擊機等，限縮空軍的作戰能量。

　　咸信八二三台海戰役，為毛澤東主動挑起，欲爭奪共產世界霸主地位的一次嘗

試，其以對金門國軍之軍事戰爭，行對美國之政治鬥爭。在美方與國府間密切協同

支援之下，毛澤東的企圖遭到徹底地粉碎。這其中的關鍵，就在金門守軍的戰志與

戰力。當金門砲戰初爆發之際，華府商討對華援助之相關事宜，就是以金門守軍的



註33　創下首次用導彈擊落飛機紀錄的飛行員，是當時中華民國空軍駐新竹機場第十一大隊第四十四中隊，中隊長

李叔元中校。引自<AIM-9響尾蛇導彈>，《維琪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s://zh.wikipedia.org/wiki/

AIM-9%E9%9F%BF%E5%B0%BE%E8%9B%87%E9%A3%9B%E5%BD%88。

註34　空軍司令部編研室，《空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38-44。

註35　據中共新華社指稱：從1950年7月至1954年9月為止，「國民黨空軍」飛機「竄入」中國大陸領空，前後共

8,220批次，合計達32,955架次，並投下炸彈2,408枚。又1954年初到1958年6月的4年多時間裡，「國民黨空軍

」則出動飛機1,100架次，對東南沿海要地和軍事設施轟炸掃射達400多次，在沿海和進入中國大陸偵察的各型

飛機高達3,100架次。引自空軍司令部編研室，《空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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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為繼續討論的核心。由於接收到美軍顧問團金門小組的回報，確認了金門守軍

的士氣高昂，並未有慌亂的表現，始有後續美方堅定的支援與協助源源到來。尤以

空軍的敢戰能戰，掌握制空，輔以響尾蛇飛彈科技之秘密武器，真可謂如虎添翼，

不單脫胎換骨為一支能遂行現代戰爭的勁旅，亦成為臺海戰役勝利之鑰。

附錄

《823戰役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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