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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空軍再反擊作戰能
力-以戰備跑道「為例」

空軍上校 賴忠志、空軍少校 康伯崙

提 要

　　臺灣空防目前面臨的最大罩門就是跑道安全，而為了解決這一“罩門

”，我空軍多年來一直試著在做多種嚐試和努力，除了積極向美國求購垂

直起降戰機並不斷提升跑道快速搶修能力外，就是大力發展戰備跑道。中

國仍是現今我最主要之威脅，我空軍機場面臨戰時重要軍事攻擊目標之

一，為有效提升國家戰備儲備能力，快速形成適應現代化戰爭戰鬥力，分

析我國戰備跑道現狀況及具體建議，更甚是增建花東戰備跑道，以確保戰

時戰機仍可正常起降。

關鍵詞：戰備跑道、國道起降、戰術導彈、火箭軍。

壹、前言

　　戰備跑道又稱為公路飛機跑道，主要是以高速公路為基道，提供戰時作戰和特

殊情況下飛機起、降的預備跑道。由於戰備跑道平時隱藏於高速公路之中，在承平

時期轉換到應急情況下能夠快速地從儲備狀態轉為戰備使用狀態，因此戰備跑道也

就有“隱形機場”之稱。

　　面對中共軍事武力積極發展及日益強大的戰力，在戰時我主要軍用機場為一個

重要的軍事打擊目標，很容易遭到敵方的重點攻擊，如機場受到中共解放軍打擊時

，已升空之戰機即無法至機場降落，戰備跑道之功用在此時更顯得格外重要，戰備



211
Air Force Officer Bimonthly

58　http://www.cafa.edu.tw

跑道之建設與佈署更能分散中共火箭軍導彈之攻擊，造成備多力分之效益；在20世

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各國便開始嘗試利用公路作為飛機備用跑道來實現飛機起降

之用途。當今仍有不少國家著手在發展戰備跑道之軍事能量，以備戰時之需，雖然

表面上來看戰備跑道無立即又顯著之戰場功能，因此常讓人忽略到他的存在義意與

價值性，但面對中國仍是現今我最主要之威脅來源，我空軍面臨第一線戰場之嚴峻

威脅，迫使我空軍必需研究調整戰備規定與戰術戰法，甚至是增建花東戰備跑道，

以保障國家整體防空之安全，維護國家領土和社會安定。

　　鑑於中共始終未承諾放棄武力犯臺，東南沿海對臺佈署千餘枚戰術導彈，若在

戰時，我軍各主要機場遭共火箭軍攻擊時將陷入無法起降的困境，為解決這一弱點

，對戰機如何在戰時機場跑道遭受破壞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升空作戰能力進行深入

研究，利用公路來作為跑道起降即是一種解決方案。 

貳、戰備跑道之發展

一、戰備跑道之起源

「戰備跑道」是指為避免發生戰爭時跑道遭毀或被佔據，在公路中設計可

供軍用飛機降落的路段，其路面需筆直無彎道，裝有燈光標誌，沒有電桿、路

燈、高層建築、跨線橋、天橋之類的障礙物，路中間通常不設安全島或行道樹

，僅設簡易分隔帶，底部插座蓋彈起就是跑道燈。啟用公路跑道時，先將路中

間的分隔帶清除，並仔細清掃路面避免異物損害飛機，必要時會畫上跑道標示

線，可起降包括戰鬥機、運輸機在內的各型軍用飛機。【註1】 

戰備跑道一詞最早在30年代期間，由德國希特勒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於

對戰爭的需求所極力推動的高速公路建設，並於1931年於科隆與波恩之間建

造了長30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其考慮的不僅是民用

之高速公路，在對其建設中更多想到的是在戰爭時之用途，他不僅要求高速公

路需要讓軍隊可以在一天之內橫貫東西，還要求部份路段可以做為飛機的起降

，因其方便性與快捷性的特點，迅速獲得了發展，其獨特的理念也在戰後獲得

其他國家所認同並發揚光大。【註2】

而現今所廣泛使用高速公路充當為飛機跑道，以供軍用戰機起降這個理念

，則是在50年代「冷戰時期」時，在歐洲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在面對以蘇

註1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戰備跑道>。

註2　＜軍情銳評：狡兔有三窟：大國空軍頻練戰機公路起降可保存戰力＞，《每日頭條》，2018年1月25日，

(https://kknews.cc/military/v2lqxb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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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為主的華約組織，同樣由西德出於對戰爭的需求所提出，西德軍用機場因缺

乏縱深，為了提供一些緩衝區，西德便把軍用機場都建設在該國的最西部，儘

量遠離東德邊境，但西德最近的空軍基地距離東德邊境仍只有129公里。對於

華約組織的戰鬥機來說這也只是一步之遙的距離，當時華約組織可以憑藉戰術

彈道飛彈和機械化陸軍帶來的強大武器性能優勢，能在戰時以短時時間內摧毀

北約成員國家幾乎所有固定軍事機場這樣嚴酷的背景下所提出來的。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為了提高戰爭條件下空軍部隊之生存能力，西德空軍做

了兩方面的準備；一方面除加強空軍基地的自主防空能力、機場基礎設施以及

提高飛機起降和跑道維修效率外；另一方面即是在戰時將戰機疏散到簡易機場

甚至是高速公路之戰備跑道上起飛迎敵，以減少對傳統跑道的依賴。其核心就

是，一旦固定的軍事機場被摧毀，本國的高速公路可立即作為戰鬥機跑道使用

，讓其本國的戰鬥機能在公路上起飛升空作戰，進行有效的反擊作戰，保衛自

己的領空和國家。其次，這個理念一直到現今，對於很多國土戰略縱深不夠的

國家都在其修建本國高速公路的時候，依舊考慮到了這個理念，以力求戰爭時

圖1　公路戰備跑道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戰備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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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　＜花20年建成120000公里世界第二平時跑車戰時起戰機＞，《每日頭條》，2017年6月10日，(https://kknews.

cc/military/6z5xxjm.html)。

註4　＜中國已建成10多條戰備跑道又快又好解决“問决”＞，《china.com》，2014年5月30日，(https://military.

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40530/18533856.html)。

註5　＜你知道嗎？有一種高速公路在平時通行汽車，戰時起降飛機＞，《每日頭條》，2017年9月20日，(https://

kknews.cc/military/xnjnqa9.html)。

註6　＜該國歡呼戰機大規模公路起降 專家稱中國空軍早就玩過了＞，《每日頭條》，2017年10月26日，(https://

kknews.cc/military/62mkneq.html)。

能讓高速公路充當飛機跑道的用途。【註3】

二、世界各國近年戰備跑道之演練

戰備跑道常發展於國土面積小，缺少防禦縱深之國家，常備軍用機場易遭

受破壞，於是利用公路起降飛機，便可以有效地隱蔽和保存戰機，提高戰機的

機動性，減少被破壞的機率，但除國土面績小之國家外，現今各國也極力發展

戰備跑道，使一旦發生戰事，不僅可快速將戰機分散開，也可以讓戰術變得靈

活起來，出擊地點及時機選擇更多，既便常備軍用機場無法使用，仍可以使用

公路機場繼續作戰。

世界各國發展戰備跑道之國家眾多，本節就文獻資料收集限制下，擇要摘

錄幾個國家近年來所實施戰備跑道演練作為探討。

(一)中國

中國國土面積大、幅員廣闊，擁有著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而中國最

早的戰備跑道是在1989年建造完成，到了1994年中國頒布了「公路飛機跑

道工程建設標準」【註4】，也讓飛機在公路起降的建設提供了基本依據進而快

速的發展。在經過二十多年的持續建設，現已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達到

擁有超過200多條高速公路，總里程達到15萬公里以上高速公路。而首次試

航則是在1989年9月在瀋陽到大連的高速公路路段成功降落了殲-7、殲-8等

戰機以及伊爾-14運輸機等多種主力機型。【註5】

(二)印度

印度空軍最近一次戰備跑道起降於2017年10月24日的勒克瑙-阿格拉高

速公路上進行16架戰機高速公路起降演練，此次高速公路演習是印度空軍歷

史上第4次進行公路降落演操，創造了印度空軍歷史上的多個第一，也是印

度空軍規模最大的一次，更是印度運輸機首次在高速公路降落。此次降落的

印度空軍「超級大力神」號，意味著印度空軍不但已經為戰爭做好準備，而

且還為人道主義危機或搶險救災做好準備。【註6】

(三)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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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最近一次戰備跑道起降於2018年8月23日在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

的一條公路上，由1架俄安-26軍用運輸機和4架蘇-25SM攻擊機進行公路起

降演練，其訓練內容包含飛機著陸後，由後勤人員對飛機進行維護和加油後

順利升空起飛，這也是俄國歷史上首次有大型軍用運輸機在公路起降，而這

一科目的演練也有助於提高俄國空軍應對未來戰爭複雜情況的能力。

(四)瑞典

位於北歐的瑞典因緊鄰著俄國，在冷戰期間因戰爭需求模擬蘇聯發動攻

擊後，發現全境無力抵擋蘇軍第一波打擊，因此瑞典很早就制定戰機疏散政

策，利用國境內半數以上公路適合戰機起降的特點，平時就把戰機分佈隱藏

在全國各地區。瑞典是以公路做為飛機跑道起降建設起步較早的國家之一，

目前為止已經擁有上百條以公路為主的戰備跑道。其空軍機場大部分與公路

網融為一體，在公路跑道周圍廣建滑行道、掩體、油彈貯存庫、地勤維修、

助導航天線和近場管制等必要設施，只要有需要，戰機隨時能利用公路作戰

。不僅如此，瑞典

空軍每3個月實施一

次公路起降訓練，

大大加強了空軍在

公路飛機跑道上起

降的作戰能力。

全世界目前有

發展公路戰備跑道

之國家亦有美國、

日本、韓國、新加

坡、巴基斯坦等數

個國家(如表1)，代表著戰備跑道現今仍是許多國家極力發展之重要國防建

設。

三、我國戰備跑道之沿革與發展

我國國土狹長、作戰縱深短，在西部主要軍事機場於平戰時期皆曝露在中

共火箭軍導彈射程內之威脅，在因應此險峻之情勢下，於民國60年時在中山高

速公路動土興建的同時，即有了建造公路戰備跑道之觀念，該公路是時任行政

院院長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之一，以紀念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為名。【註7】

中山高速公路北起基隆市，南抵高雄市，全長374.3公里（232.6英里）

表1　各國戰備跑道統計表

資料來源：陳國銘，＜戰備道專輯＞，《全球防衛雜誌》，第417期，2019年

5月，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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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15個縣市，是為臺灣第二長的高速公路【註8】，在高速公路上共規畫設計

了五處的戰備跑道，分別於員林到花壇段、民雄、麻豆、仁德及中壢等五個路

段設有戰備跑道，以供軍機於戰時能夠緊急降落之用，另在2006年3月原設於

中壢楊梅路段的戰備跑道解除管制，廢止後改建為五股楊梅高架橋之中壢轉接

道。

臺灣除了在高速公路上建造了戰備跑道外，另於民國76年在屏東省道佳冬

段(屏鵝公路)也整建一條公路戰備道，也是臺灣第6條戰備跑道，如表2： 

臺灣在戰備跑道的興建歷史上雖然早，但留有官方記載紀錄的第一次操演

直到民國93年(2004年)才首度於「漢光20號演習仁德操演」中實施起降演練

；在未有官方正式記載的則是在民國67年時，空軍司令部選派時任中校飛行官

周文沖（前空軍副總司令）與少校飛行官宋孝先，駕駛F-104戰機在未啟用的

高速公路花壇段降落【註9】，首創中華民國空軍戰備跑道起降先例。

註7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山高速公路>。

註8　同註7。

表2　臺灣戰備跑道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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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之前一直沒有戰備跑道相關執行法令，直到民國93年(2004)在國

防部邀集了交通部及內政部共同訂定了「國軍使用高速公路（公路）戰備跑道

作業程序」後，才有了戰備跑道使用之法令規章；國防部更於當年修訂「固安

作戰計劃」，將中山高速公路上包括桃園縣的中壢「楊梅段」、新竹縣的「湖

口段」、嘉義縣的「大林段」、臺南的「麻豆段」及「仁德段」五處列為重要

的戰備跑道，屏東「佳冬段」則是在民國95年「固安作戰計劃」修訂中加入。

參、中共戰術導彈對臺之部署與運用

　　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將第二砲兵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

軍火箭軍」，這不僅是名稱的改變，更是凸顯中共為了實現中國夢、強軍夢所作出

之重大決策，也是建構中國新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的戰略措施。2017年4月18日中共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樓接見新調整組建的84個軍級單位主官，並對各

單位發布訓令；宣佈調整組建軍兵種部隊和省軍區系統軍級單位。綜上，共軍導彈

部隊是由二砲戰略兵種提升至火箭軍戰略軍種，不僅名稱改變，也將戰略地位大幅

提升，但其不變的是指揮領導單位均屬於中央軍事委員。【註10】

一、中共攻臺戰術導彈兵力部暑與配置

中共火箭軍部隊之組成，包含常規導彈部隊、核導彈部隊、保障部隊、科

研機構、院校及火箭軍機關，下轄為導彈旅、導彈基地及發射營；火箭軍之指

揮機關位在於北京清河，總兵力約15萬餘人，指揮機關設有裝備部、參謀部、

後勤部、政治部及紀律檢查委員會，下轄有61至69基地，導彈發射基地計有

61至66等6處，各基地下轄數個導彈旅與發射營；第67基地為主要為後勤基地

、第68基地主要負責修建陣地任務，第69基地主要為訓練基地(各基地部署位

置如圖3)【註11】，其中，保障部隊是由通信、偵察情報、氣象、测繪、工程、電

子對抗、裝備及後勤等專業技術部隊組成。而主要攻臺戰術導彈旅為導彈第

61(原52)基地，所下轄各導彈旅大多部署配置於東部戰區【註12】。

火箭軍下轄之61至66導彈基地是屬於導彈發射基地，這6個導彈發射基地



註9　互動百科，<http://www.baike.com/wiki/宋孝先>。

註10　施純祺，<中共火箭軍戰術彈道導彈突防能力對我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之影響>，《軍事專題》2018年7月，第4

頁。

註11　張如倫，＜精進中的中共第二砲兵＞，《陸軍雙學術月刊》，第41卷，第473期，2005年1月，頁40；平可夫，

＜中央軍委最高地下指揮所的機密＞，《漢和防務評論》，第72期，2010年10月，頁37；中央通訊社，＜共軍

改革 新劃五大戰區＞，2017年10月4日，<http://www.cna.com.tw/news/gpho/>。

註12　邱延正，＜2016年中共火箭軍發戰現況＞，《2017年中共年報》（北京：中共研究雜誌社，2016年），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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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各種導彈射程特性與駐地地緣關係，均有各自主要任務，【註13】摘述如後

(一)第61(原52)導彈基地：作戰方向主要以對我國及第一島鏈內之作戰。

(二)第62(原53)導彈基地：作戰方向以印度、東南亞諸國與我國作戰。

(三)第63(原55)導彈基地：作戰方向以美國、西歐及俄羅斯等國作戰。

(四)第64(原56)導彈基地：作戰方向以印度及俄羅斯等國作戰。

(五)第65(原51)導彈基地：作戰方向以俄羅斯、日本、南韓及美海外駐軍作戰。

(六)第66(原54)導彈基地：作戰方向以支援東北亞諸國作戰。

中共火箭軍部隊在五大戰區中，均負有主要任務特性與作戰方向，東部戰

區為主要對臺作戰之戰區，其中第61(原52)基地是以戰術彈道導彈對臺攻擊

為主要部隊，其所下轄之導彈旅計有7個(如表3)

　　戰術彈道導彈是利用常規力量進行軍事威懾，所以又被稱作「常規導彈」，其

採用「先機制敵、重點突擊」的原則，而「先機制敵」係以先敵抓住有力戰機，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重點突擊」係以對敵要害之重要目標進行精確打擊，目的主



註13　陳振國、杜建明，＜中共火箭軍戰術彈道導彈對我軍事之威脅與因應對策＞，《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1卷，

第6期，2016年12月，頁70-72。

圖2　中共火箭軍各導彈基地部署位置

資料來源：

1.＜共軍改革 新劃五大戰區＞，《中央通訊社》，2017年10月4日<http://www.cna.com.tw/news/gpho/>。

2.作者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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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癱瘓敵指揮體系，削弱敵人的軍事力量和其持續作戰能力，對敵人造成心理上的

表3　中共火箭軍導彈第61(原52)基地主要列裝彈型特性表

資料來源：藍仲聖，<習近平強軍夢—論火箭軍建軍規劃>，《陸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657期，2016年8月，頁

1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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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防止敵人軍事介入。中共戰術導彈對臺攻擊模式

　　當前中共火箭軍戰略策略導向研判朝核威懾能力、拒止外軍能力及對臺作戰能

力等三個面向，尤其對臺作戰能力為運用完成延壽之東風11甲與東風15甲等舊型

彈種，配合已列裝之東風15乙與東風16型等型戰術彈道導彈與東風10與10甲系列

巡弋導彈，可組成多層火力打擊網，可癱瘓我本、外島約百處，目標達60%，而主

要攻擊目標為我九大戰略目標【註14】、【註15】雷達站、飛彈陣地、重要機場、港口與

電力設施等有生戰力之目標，為後續奪取制空權、海上封鎖、島上進攻等作戰任務

遂行，奠定基礎。

　　【註16】根據中共「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規劃，在2020年前

實現機械化並使資訊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及具備徹底解決臺灣問題全面性作戰能力

目標下，續以機械化為基礎，以資訊化為主導，加快機械化和資訊化複合發展。有

關中共對臺軍事作戰模式暨可能行動及作戰序列，針對火箭軍導彈進犯方式，如表

4所示：



註14　同註10，頁9。

註15　同註10，頁8。

註16　同註10，頁9-10。

表4　中共對臺軍事作戰模式之火箭軍導彈進犯方式

資料來源：

1.褚漢生，＜面對中共武統威脅我軍事戰略調整之戰略作為＞，《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1期，2016年8月，頁

13-17。

2.作者研究整理。 

肆、因應中共戰術導彈對我戰備跑道之發展趨勢

一、對應中共戰術導彈威脅之作為

近年來中共軍事武力持續擴張，對臺威脅程度有增無減，從外交及經貿的

干涉，中共更運用了新聞傳播媒體，刻意的對我誤導與恫嚇，企圖阻擾我國對



空軍軍官雙月刊第211期　67

建立空軍再反擊作戰能力-以戰備跑道「為例」

外聲援及統合的動作明顯，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向國際社會表示他們正大步邁

向「強國夢」與「強軍夢」目標前進；不可否認的是中共在進行了一連串改革

開放與經濟起飛後，擁有了充裕的國家經費及預算來投資國防建設，使解放軍

現代化部隊的改革突飛猛進。

日本在2018年所出版的《防衛白皮書》中指出，兩岸軍事的平衡，已明

顯傾向對中共極為有利的變化，更可看出差距有逐年擴大之傾向。書中認為，

目前臺灣所欠缺的是如何因應來自中共各型導彈攻擊之防禦的手段，雖然全臺

已佈署6套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及原有的3套愛國者二型提升為三型以增強臺灣

防空防禦能力，但兩岸軍事的比較不應單單只從武力、裝備性能及數量上去做

判斷，而是從作戰目的、樣貌性及所運用之態勢、人員的訓練、後勤支援體制

上等各層面要素來判斷比較。

面對中共日益強大的武器裝備和作戰版圖，臺灣可藉由國際間成功的國家

做為借鏡，就瑞典成功案例來說，國境處於敵國俄羅斯環伺及戰事動盪下，因

而造就了跑道與公路的緊密發展，其國內空軍基地周圍均備有4~5條聯結基地

的道路，於必要時可充當飛機跑滑道，只要道路長800公尺、寬17公尺，配備

6個經短時間訓練的人員支援，即可在10分鐘內完成加油補給，以因應可能所

發生的戰局。

依據當前情資顯示，中共火箭軍在7個導彈旅中，以每旅6個營、每營6輛

發射車，每一發射車配有4枚導彈(每旅36輛車，144枚)計算；若以妥善率

100%計算，計252輛發射車，以妥善率80%計算，估算有202輛車，戰備導彈約

808枚，基於料敵從寬原則，本軍第一波所需承受導彈攻擊的最大量即為252

枚，若考量其發射完畢後再次裝彈，每一枚則需耗時30-40分鐘；以考量攻擊

效益來看，概估共軍乙波次之攻擊將以不超過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若以發射

車數量三分之一計算，即為84枚。而共軍首波攻擊勢必將以癱瘓我防空能力為

首要；就我空軍為維持制空權之相關機場、雷達站與防空陣地等重要軍事設施

，我軍可用之機場共計13處，總面積約為207萬2000平方公尺(如表5)，估算

共軍如欲全面性摧毀起降跑道需使用104-137枚導彈，如只攻擊重要機場則須

62-81枚導彈(以子母彈爆炸半徑10平方公尺計算)，如果再加上其他重要軍事

設施，則中共所使用的導彈數量將再往上增加，包括各型雷達站及防空飛彈陣

地(以45處概算)，若以每處遭受2枚子母彈導彈攻擊，則共軍共需使用90枚導

彈。綜合上述，共軍若要對我軍機場、空軍雷達站與岸置防空飛彈基地實施全

面性攻擊，乙波攻擊即須要使用194-227枚，遠超過其第一波攻擊能量，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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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波導彈將採取選擇性

攻擊，我軍可運用其攻

擊間隙實施機場與裝備

搶修，有效維持我軍戰

力。

當前的兩岸關係，

處於極為關係緊張的態

勢，為了因應現階段作

戰需求及面對中共導彈

威脅，我應將戰備道積

極運用與發揮，才是有

助於空軍戰力保存並增

長持續戰力的方式，然

我空軍如果能夠多設置

幾個預備用的戰備跑道

，因而造成中共對臺導

彈攻擊時之備多力分，中共如果要在第一波的攻擊中全數摧毀我機場與跑滑道

之企圖，打擊我軍民機場的機場跑道、滑行道、停機坪、指揮塔臺、機庫、洞

庫口及洞庫聯絡道、油庫、彈藥庫、防空飛彈陣地、導航設施，造成戰機無法

升空，削弱我反制力量和遠程火力打擊能力，將沒有那麼容易可以達成的，因

此如能將我空軍戰機分散到各個足以使用的地方越多，被一次性殲滅的機會越

小，這樣一來國軍就擁有後續反制及反擊的能力。

二、增建花東縱谷戰備跑道之分析

在臺灣西部各戰備跑道都在中共導彈射程內的情況下，中共只要以導彈破

壞戰備跑道附近的交流道或橋梁，就能阻止空軍從鄰近機場調動人員和物資，

讓戰備跑道陷入無用武之地。花東公路上若能規劃戰備道設施，憑藉著其中央

山脈及海岸山脈的天然屏障，於戰時可供戰機緊急起降，不但可增進東部地區

的交通功能，在國防上也有疏解空軍佳山及志航基地在保存戰力時的壓力，並

可分散遭到共軍攻擊的風險。

而目前花東縱谷的臺九線省道上，有著一條鮮為人知的臺灣公路之最，也

就是臺灣最長最直的公路路段；在這段北自關山鎮329K的德高開始，終至鹿

野鄉343.5K的武陵路段，全長共計14.5公里完全沒有彎曲，一路上都是筆直

表5　共軍導彈對我軍機場攻擊數量統計表

說明：戰機起降最短距離以2000公尺長計算，跑道寬度以20-25公尺計算；以

新竹機場為例：若以100％命中率則需耗彈8枚，若以50％命中率則需耗彈16

枚，故預估使用量為10-16枚。

資料來源：陳正國、杜建明，＜中共火箭軍戰術彈道導彈對我軍事之威脅與

因應對策＞，《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1卷第6期，2016年12月，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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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路，因此在這一路段，常被暱稱為「國道九號」，顯見臺九線沿線用路人

使用的平均車速與西部的高速公路相彷。

其路段沿途所經，多數地區均為曠野或果園，此路段西邊的中央山脈比起

東邊的海岸山脈要近得許多，不過臺東的中央山脈山勢比起花蓮來得和緩，因

此在花東地點的選擇上，此路段更適合建造戰備公路。

目前關山鎮德高至鹿野鄉武陵全長14.5公里，左右路段寬為20公尺，垂

直高度變化約為100公尺，縱坡度為3.8%，距離空軍志航機場33公里，時間約

為48分鐘；周邊地障公路半徑10公里內有西邊的本古山1560公尺、楠山1621

公尺、鹿鳴山1233公尺，東邊有富興山1023公尺、里東峰1010公尺、都蘭山

1190公尺等(各位置距離、時間及高度均以Google地圖概估距離與維基百科查

詢所獲得)。如能以現有的這段公路改建為戰備跑道，因道路筆直且長，改建

可行性高；且戰機起降僅需至少2000公尺以上之跑道長度即可進行起降作業

，因此，此路段可用之長度極具優勢，至少可改建成4~5段的戰備跑道使用，

更可有效分散遭導彈攻擊破壞後使用。

此路段的改建僅需將現有的20公尺路擴建成40公尺寬，甚至是不需要拓

寬只將二側行道樹或路燈等障礙物移除，再重新鋪上飛機起降用的特殊瀝青混

凝土厚度達到10釐米(一般公路約5釐米)，以符合戰機起降要求的道面強度與

硬度，做飛機跑道的高速路地基以及規劃飛機預留迴轉坪和服務區，可提供飛

圖3　臺9線關山鎮德高至鹿野鄉武陵公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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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加油、檢修、轉彎等多項功能，並可以停靠至少8~12架軍用飛機，以做為

後續空中戰力發揚所用。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面對著北京當局的武力威脅，共軍在臺海當面大量部署彈道飛彈，機場跑

道被摧毀成為國軍作戰的一大夢魘，因此戰備跑道也受到相當程度的關注與重

視，此一戰術在作為分散中共導彈火力、增加中共攻臺作戰整體複雜度上，仍

能有其一定的價值。

臺灣空軍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一直是「跑道安全」，因為中共火箭軍面對臺

灣部署的1400餘枚中程彈道飛彈的軍事目標，其中之一就是臺灣的飛彈基地

與軍用機場，只要破壞機場跑道便可以癱瘓臺灣空軍的作戰能力；因為跑道損

壞，在地面未起飛的戰機將無法起飛，已經起飛的飛機則無法降落，因此戰備

跑道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雞蛋多放幾個籃子的概念，以減少「一旦萬一」的損

失。

我們要有所認知，在面對中共火箭軍千餘枚導彈之威脅，在世界上是沒有

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做到完全滴水不漏的防禦工事，只能在知己知彼之基礎上，

持續加強我軍事目標防護能力並積極建造戰備道路，惟此一途，在面對戰時，

方能達到有效空軍制空戰力之發揚與火力之發揮。

二、建議

孫子兵法在軍行篇中提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

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

知，而不可為」，其旨在說明敵我對壘時，都要盡可能找出對方的弱點，同時

更要避免遭敵偵知我方缺點，自己的缺點並非只隱藏就好，而是必須不斷地改

變與精進，才有扭轉情勢的機會。

佳山和志航基地是空軍戰時保存反擊戰力的最後防線，也是共軍攻擊的主

要目標，若能在花東縱谷設置戰備道，依照歷次漢光演習的經驗，將可增加戰

機緊急起降的選項，並可分散戰時保存戰力的風險，使戰時戰術的運用將更具

彈性。

公路戰備跑道的戰術價值其象徵意義更遠高於實際作戰，若一但臺海發生

戰爭，如何使戰備跑道設施於戰時能有所發揮是當前我空軍後續發揚戰力所值

得探討的重要課題。然針對增建花東縱谷戰備跑道應對中共導彈攻擊時之分散



空軍軍官雙月刊第211期　71

建立空軍再反擊作戰能力-以戰備跑道「為例」

風險、備多力分作戰效益影響及思維，有以下建議：

(一)拓寬整建花東臺9線公路為戰備道，公路段由現有20公尺雙線道增建為4線

道至40公尺以上寬度，廣建掩體、油彈貯存庫、地勤維修站、助導航天線和

近場管制等必要設施。

(二)持續增建花東戰備跑道，推動建設花東北部蘇花快速道路增建戰備道路，作

為部署花東空軍戰機的備援跑道並分散風險。

(三)提升機場跑滑道快速搶修、戰備跑道起降與搶修跑道之能力，妥善運用新式

科技，研發快速搶修方式，提升我快速反應之能力。

(四)加強人員戰備跑道操練，定期演練飛行人員於山谷中之戰備道起降訓練及後

勤人員通信、油料、彈藥及指管人員跑道開放聯合演練項目。

(五)強化全民國防戰備意識，近年因政治人物及多數民意都認為「未用過」的軍

事投資為無意義浪費。例如桃園縣原本擁有三條可供戰機使用的跑道：包括

大園鄉的海軍機場、八德市懷生機場及中山高中壢戰備道，短短幾年內全消

失；不用並不代表沒有作戰效益，應充分考量臺灣所處之特殊環境，強化人

民危機意識，提升全民國防觀念。

(六)增加軍事目標防護所投資的經費，若要完全防禦中共戰術導彈，國軍可能要

購買2,000枚愛國者三型飛彈，而要獲得如此龐大的經費挹注幾乎是不可能

的，所以確保遭受導彈攻擊後的戰力，才是重中之重，故除了重要軍事目標

抗炸度強化、陣地地下化、掩體設施工程為應持續執行之工作，戰備跑道的

增建更不可少，正如孫子兵法中軍形篇「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故能自保而

全勝也」。

對上述建議，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像是作戰單位執行機動任務時，通信指

管及後勤補給較為不易，但相信平時若能做好戰場經營、規劃以及後勤支援聯

繫的保持，任何狀況及窒礙的地方皆能迎刃而解。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專書

宋孝先，2006。《鷹擊長空》。臺北：歷史智庫出版。

(二)期刑論文

1.張如倫，＜精進中的中共第二砲兵＞，《陸軍雙學術月刊》，第41卷，第473期，2005年1月，頁40。

2.平可夫，＜中央軍委最高地下指揮所的機密＞，《漢和防務評論》，第72期，2010年10月，頁37。

3.邱延正，＜2016年中共火箭軍發戰現況＞，《2017年中共年報》（北京：中共研究雜誌社，2016年），頁85。

4.藍仲聖，<習近平強軍夢—論火箭軍建軍規劃>，《陸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657期，2016年8月，頁104-123。

5.褚漢生，＜面對中共武統威脅我軍事戰略調整之戰略作為＞，《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1期，2016年8月，頁



211
Air Force Officer Bimonthly

72　http://www.cafa.edu.tw

13-17。

6.陳國銘，＜戰備道專輯＞，《全球防衛雜誌》，第417期，2019年5月，頁26。

(三)學位論文

1.施純祺，<中共火箭軍戰術彈道導彈突防能力對我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之影響>，《軍事專題》2018年7月，頁4，頁

8-10。

(四)	網際網路

1.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戰備跑道>。

2.	 ＜軍情銳評：狡兔有三窟：大國空軍頻練戰機公路起降可保存戰力＞，《每日頭條》，2018年1月25日，

(https://kknews.cc/military/v2lqxbl.html)。

3.	 ＜花20年建成120000公里	世界第二	平時跑車	戰時起戰機＞，《每日頭條》，2017年6月10日，(https://

kknews.cc/military/6z5xxjm.html)

4.	 ＜中國已建成10多條戰備跑道又快又好解决“問决”＞，《china.com》，2014年5月30日，(https://military.

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40530/18533856.html)。

5.	 ＜你知道嗎？有一種高速公路在平時通行汽車，戰時起降飛機＞，《每日頭條》，2017年9月20日，(https://

kknews.cc/military/xnjnqa9.html)

6.	 ＜該國歡呼戰機大規模公路起降專家稱中國空軍早就玩過了＞，《每日頭條》，2017年10月26日，(https://

kknews.cc/military/62mkneq.html)。

7.	 ＜公路起降戰機北歐瑞典是典範＞，《大紀元》，2007年5月15日，(https://kknews.cc/military/xnjnqa9.

html)。

8.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山高速公路>。

9.	 互動百科，<http://www.baike.com/wiki/宋孝先>。

10.	＜共軍改革新劃五大戰區＞，《中央通訊社》，2017年10月4日，<http://www.cna.com.tw/news/gpho/>。

作者簡介
空軍上校　賴忠志

學歷：空軍官校84年班、空院指參班97年班、戰爭學院在職110年班。經歷：情報

官、飛行官、作訓官、副隊長。現職:國防大學空軍學院上校教官。

空軍少校　康伯崙

學歷：空軍官校96年班、國防大學語文中心102年班韓文組、空院指參班108年班

。經歷：飛行官、情報官、作戰官、訓練官、分隊長、考核官。現職:空軍第七聯

隊督察科飛安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