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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軍2015年舉行300餘場次師旅級聯合軍演，不論參演國家、演習場次、

區域範圍、動員兵力、演習科目、裝備數量及規模層級皆歷年之最，藉由

窺知共軍2015年度軍演概況，增進對共軍戰力發展瞭解。

二、共軍年度投入超過140個團級以上單位，逾16萬以上兵力進行諸兵種或三

軍聯合軍演，其軍演範圍擴大至大西洋等海域，重點為探討聯合指揮、作

戰能力和聯合行動，提高軍種聯合作戰或兵種協同作戰能力。

三、共軍年來按既定戰備整備規劃，以「對臺應急作戰」為想定，針對國軍戰

術戰法進行對抗演練。其中包括提升砲兵精準打擊戰力，強化海、空軍遠

程目標導引與打擊能力，精進地面封(控)奪近岸島嶼演練等，持續蓄積對

臺大規模作戰之能量。

四、2015年共軍仍以「實戰化」為主軸。在《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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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綜整各項重要軍演要況分析，冀能窺知

共軍2015年度軍演概況，藉供參考。

年度重要軍演概況

據統計，共軍年度已投入超過140個
團級以上單位，逾16萬以上兵力進行諸兵

種或三軍聯合軍演，其軍演範圍擴大至大

西洋、太平洋、日本海、鄂霍次克海、東

海、渤海、黃海、南海、麻六甲海峽、地

中海等海域，重點探討聯合指揮、作戰能

力和聯合行動方法與規則，提高軍種協同

作戰或兵種合同作戰能力，發現年度軍演

遵照共軍原總參謀部(現為聯合參謀部戰

場作戰局)頒發《2015年全軍軍事訓練指

示》實施規劃與執行訓練，俾利達成訓練

指示要求。

一、年度全軍軍事訓練指示

共軍總參謀部頒發《2015年全軍軍

事訓練指示》，指示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

指示和中央軍委要求，要深化戰略戰役訓

練，加強使命課題聯合訓練，開展軍兵種

互為條件訓練，加強現代戰爭夜戰夜訓、

前　　言

從2015年7月22日中共中央電視台之

《軍事報導》報導「跨越-2015‧朱日和C
」演習畫面中，出現演習士兵正在向一棟

紅白相間、有高大塔樓的建築物衝鋒，其

結構外觀與我國「總統府」高度相似。觀

察者網站軍事觀察員指出「這表明朱日和

系列演習作戰想定包含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1顯見共軍仍未放棄武力犯臺之意圖

。共軍2015年舉行各項軍演中，不論參演

國家、演習場次、區域範圍、動員兵力、

演習科目、裝備數量及規模層級皆歷年之

最，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中央軍委改

革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新一輪國防

和軍隊改革進入實施階段；另於2016年2
月1日習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共

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上，正式宣布建立

五大戰區，在共軍編制體制上產生調整變

革，顯然有其重大戰略意義，2然從2015
年各項公開資料，因演訓數量逾300餘場

及科目繁多且無法瞭解各項演習全貌，僅

1 中時電子報，〈中共軍演模擬攻臺總統府〉(2015年7月22日報導)，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

ws/20150722002389-260409，2015年12月18日下載。

2 新華網，〈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2016年2月1日報導)，http://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6-02/01/c_1117960554.htm，2016年9月29日下載。

》、《中國的戰略》指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總體目標是「軍委管總、戰

區主戰、軍種主建」原則，顯見未來共軍朝向軍制改革、聯合作戰與軍事

安全合作為主要方向，共軍各項軍演研判仍朝向「聯合作戰化、多元化、

資訊化與實戰化」方向前進。

關鍵詞：2015、共軍軍演、跨軍區基地化、藍軍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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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電磁環境、特殊地理環境和極端天候

條件下訓練，拓展中外聯演聯訓聯賽，3

其要點如下：

(一)實施跨軍區基地化訓練

跨軍區基地化訓練採取由總部統

一訓練、大單位交互訓練及大單位自行訓

練等3種模式實施。在實兵對抗前，由參

訓部隊首長機關與相關指揮院校進行指揮

對抗演練；從部隊戰備等級轉換、遠程機

動到實兵對抗演練、實彈檢驗射擊，全程

進行量化評估；建設能配合實戰化訓練藍

軍部(分)隊，構建實戰化訓練場地，按照

場次進行實兵對抗演練。

(二)強化指揮員訓練和夜戰訓練

目前共軍部分指揮員仍有組織指

揮能力弱，需要解決指揮能力不足。主要

改革院校作戰指揮教學，加強方法培訓人

才，落實監察考評制度。在新形態戰爭及

資訊化條件下，實施夜戰訓練、研究現代

夜戰、編纂夜戰教材、研發資訊化夜戰器

材、加強夜戰考核等方面，來強化指揮員

和落實夜戰訓練。

(三)改革聯合訓練與創新先訓後補機

制

配合聯合作戰指揮機制改革，強

化軍委總部統管職能及戰區實施聯合訓練

主要地位，設置聯合訓練領導管理機構與

運行機制。加強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

及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人才培養體

系，推動院校科研改革。訓練考核監察工

作重點於落實貫徹軍委總部指示、指揮員

訓練、重大演訓任務、夜戰訓練、訓練資

源使用和訓練作風等，落實實戰化軍事訓

練。

綜觀《2015年全軍軍事訓練指示

》重點以實戰能力帶動部隊戰鬥能力，以

實戰化條件來檢驗部隊訓練成效，以實戰

場景誘導部隊演習動次，以監察工作來帶

動演習風氣改變，2015年仍以「實戰化」

為主軸來實施。

二、共軍2015年重要軍演代號與概況

保守估計共軍和武警部隊在2015年
共舉行逾300餘場師旅以上規模實兵演訓

，以下為2015年共軍重要軍演名稱代號

，藉由軍演代號窺探共軍演訓類型(如表

一)。
(一)對外聯演方面

2015年中共實施聯合軍演次數與

規模皆超越2014年甚多，與美國、俄羅斯

、澳大利亞、法國、印度、新加坡、越南

、馬來西亞、巴基斯坦、泰國、蒙古、哈

薩克、斯里蘭卡、白俄羅斯、哥倫比亞、

土耳其、尼泊爾、迦納、南蘇丹等19國展

開聯合軍演，其中與俄羅斯最頻繁，顯見

中共積極與各國聯合軍演增加軍事合作機

會，遂行多元化軍事任務，提升國際地位

與重要性，以下針對部分聯合軍演實施概

述。

1.「海上合作-2015」聯合軍演

中共海軍與俄羅斯海軍於2015年
5月11～21日在地中海舉行「海上合作

-2015(Ⅰ)」演習及8月20～28日在日本海

舉行「海上合作-2015(Ⅱ)」演習，區分

兩階段進行聯合軍演；自2012年後中共

與俄羅斯兩國海軍每年都舉行海上聯合軍

演。

3 人民網，〈總參部署2015年度全軍軍事訓練任務〉(2015年1月18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com.cn/

BIG5/n/2015/0118/c1011-26403824.html，2015年12月18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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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上合作-2015(Ⅰ)」聯合軍演

中俄「海上合作-2015(Ⅰ)」聯合

軍演自5月11～21日在地中海實施，演習

以「維護遠海航運安全」為主題，演習科

目包含海上防禦、海上補給、護航行動、

保證航運安全聯合行動及實際使用武器演

練等。4中共海軍派遣臨沂艦(舷號547)、
濰坊艦(舷號550)及微山湖艦(舷號887)等3
艘艦艇及1個海軍特戰分隊參演。5

(2)「海上合作-2015(Ⅱ)」聯合軍演

中俄「海上合作-2015(Ⅱ)」聯合

軍演自8月20～28日在彼得大帝灣海域、

克列爾卡角沿岸地區和日本海舉行，演習

以「聯合保護交通線和聯合登陸行動」為

主題，演習科目包含聯合防空、聯合反潛

、聯合反艦、聯合防禦及聯合登陸等。中

共派遣海軍三大艦隊瀋陽艦(舷號925)、
泰州艦(舷號138)、臨沂艦(舷號547)、衡

陽艦(舷號568)、長白山(舷號989)、雲霧

山艦(舷號997)、太湖艦(舷號889)等7艘船

艦艇及海軍陸戰隊員200人，以及空中預

警機、殲10機和殲轟7機參演，並首次在

4 人民網，〈高清:中俄軍演階段回顧〉(2015年5月22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522/

c1011-27043563.html，2016年1月7日下載。

5 人民網，〈中俄"海上聯合-2015(I)"中俄參演艦艇抵達演習海域組成海上聯合集群〉(2015年5月18日報導)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522/c1011-27043563.html，2016年1月7日下載。

表一　共軍2015年重要軍演代號一覽表

對外聯演方面

鷹擊-2015 海上聯合-2015 攜手-2015
獵鷹-2015 和平友誼-2015 中澳南海聯演

中美大西洋聯演 中新合作-2015 可汗探索-2015
中法南海聯演 協作-2015 神鷹-2015
聯盟盾牌-2015 戰鬥團結-2015 金鷹-2015
坦克兩項-2015 雄鷹Ⅳ

金色眼鏡蛇-2015 和諧使命-2015 中巴朋友

獵狐-2015 絲路協作-2015 南蘇丹聯合維和巡邏

總部、院校及
大軍區方面

跨越-2015•朱日和 火力-2015 聯合行動-2015
北劍-1510(S) 確山-2015 礪刃-2015
前鋒-2015

中共海軍方面

叢林-2015 5月渤海、黃海軍演 9月黃海軍演

寒訓-2015 7月南海
「多兵種立體登陸作戰」軍演

11月南海
「三大艦隊背靠背」軍演

12月南海
「三大艦隊實兵對抗」軍演

中共空軍方面 空運衛勤-2015 利劍-2015 金頭盔-2015
武警方面 高原礪劍-2015 礪劍-2015 衛士-15
公安方面 中越紅河1號-2015

其他方面
9月福建臺海實彈射擊 香江衛士-2015 Air Show-2015飛行秀

93大閱兵

資料來源：筆者綜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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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境內實施聯合立體登陸演習。6

2.「中美大西洋」聯合軍演

中共海軍152艦艇編隊於11月3日上

午抵達美國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梅波特

港進行5天訪問，中共海軍艦艇首次訪問

美國東海岸。7於11月7日上午10時在大西

洋海域與美國海軍舉行一場聯合軍演。中

共海軍派遣濟南艦(舷號152)、益陽艦(舷
號548)及千島湖艦(舷號886)等3艘艦艇參

演。演習科目包含海上通信演練、編隊運

動演練及聯合搜救演習等。8

3.「和平友誼-2015」聯合軍演

中共海軍與馬來西亞海軍自9月17
～22日在麻六甲海峽附近舉行「和平友誼

-2015」聯合軍演。演習以「聯合遂行非

戰爭軍事行動」為主題，演習科目包含

聯合護航、聯合解救被劫持船隻、實際

使用武器、聯合搜救、人道主義援助及

救災行動等9。中共海軍派遣蘭州艦(舷號

170)、嶽陽艦(舷號575)、和平方舟醫療船

(舷號866)，以及海軍特戰隊員和戰機2架
、艦載直升機1架與艦載救護直升機1架參

演。10

4.「中新合作-2015」聯合軍演

中共海軍與新加坡海軍自5月24、
25日在馬來半島以東海域舉行「中新合

作-2015」聯合軍演，進行港岸模擬、海

上演習等兩階段軍演，中共海軍派遣玉

林艦(舷號569)與新加坡海軍剛毅號(RSS 
Intrepid-舷號69)導彈護衛艦、勇士號(RSS 
Valiant-舷號91)導彈巡邏艦參演，演習科

目包含主砲對海射擊、聯合防空、海上對

抗、直升機互降及編隊運動等，是兩國

海軍首次聯合舉行實際使用武器演練。
112014年兩國防務合作達成「四點共識」

，其中包含加強聯合訓練等方面合作。12

5.中澳南海聯合軍演

中共海軍與澳大利亞海軍於11月4
日在南海某海域舉行海上聯合軍演，以「

海上意外相遇規則」規定，演習科目包含

6 新華社，〈中俄日本海軍演落幕：13艘軍艦舉行海上閱兵(圖)〉(2015年8月28日報導)，http://big5.gov.cn/

gate/big5/www.gov.cn/xinwen/2015-05/18/content_2863753.htm，2016年1月7日下載。

7 和諧海洋網，〈中國海軍152艦艇編隊抵達美國東海岸訪問〉(2015年11月9日報導)，http://big5.huaxia.

com/hxhy/hzjl/2015/11/4612896.html，2016年1月7日下載。

8 中時電子報，〈擱置南海爭議中美聯合軍演〉(2015年11月10日報導)，http://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51110000444-260102，2016年1月7日下載。

9 新華社，〈和平友誼-2015"：中方參演兵力全部抵達演習地域〉(2015年9月17日報導)，http://www.gov.

cn/xinwen/2015-09/17/content_2934160.htm，2016年1月7日下載。

10 新華網，〈"和平友誼-2015"中馬實兵聯演海上課目演練全面展開〉(2015年9月21日報導)，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5-09/21/c_128249032.htm，2016年1月7日下載。

11 中國軍網，〈 "中新合作 - 2 0 1 5 "海上演習結束〉 ( 2 0 1 5年 5月 2 5日報導 )， h t t p : / / w w w. 8 1 .

cn/2015CSCooperation/2015-05/25/content_6507251.htm，2016年1月7日下載。

12 南華中文網，〈中新2015海軍演習結束兩國將定期聯合軍演〉(2015年5月26日報導)，http://www.nanzao.

com/tc/international/14d8f75ab336c7f/zhong-xin-2015-hai-jun-yan-xi-jie-shu-liang-guo-jiang-ding-qi-lian-he-

jun-yan，2016年1月7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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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指揮、通信互連、指揮協同、編隊運

動、海上聯合搜救及反海盜等。中共海軍

派遣運城艦(舷號571)與澳大利亞海軍「

史徒華」號(HMAS Stuart-舷號153)與「阿

倫塔」號(HMAS Arunta-舷號151)兩艘軍

艦參演。13

6.中法南海聯合軍演

中共海軍與法國海軍於10月4日在

南海某海域舉行海上聯合軍演，亦以「海

上意外相遇規則」為依據，演習科目包含

占領補給陣位及編隊運動等。中共海軍南

海艦隊派遣運城艦(舷號571)與法國海軍

葡月號(Vendemiaire-舷號F734)導彈護衛

艦參演。14

7.「鷹擊-2015」聯合訓練

中共空軍與泰國空軍自11月12～30
日在泰國空軍呵叻基地舉行「鷹擊-2015
」聯合訓練，中共派遣殲11A戰機與泰國

派遣JAS-39C/D鷹獅戰機參訓。此舉旨在

增進相互瞭解、互信和友誼。15

8.「攜手-2015」聯合反恐訓練

中共地面部隊與印度陸軍自10月11
～23日在雲南昆明舉行「攜手-2015」聯

合反恐訓練，演習以「山地聯合反恐怖作

戰」為主題，演習科目包含聯合偵察、封

控阻隔、多點突入、追殲圍剿和快速撤離

等。共軍原成都軍區第14集團軍(現屬南

部戰區)派遣144人參訓，雙方共投入兵力

約300餘人，參訓裝備包含榴彈發射器、

迫擊砲、反裝甲火箭和火焰噴射器等，

此次是中印兩軍第五次舉行聯合反恐訓練

。16

9.「可汗探索-2015」多國維和軍事

演習

中共參與蒙古國自6月20日～7月1
日在蒙古舉行「可汗探索-2015」多國維

和軍事演習，中共派遣25人實兵分隊參加

，演習科目包含室內推演、實兵演練、工

程支援及醫療救護等，來自美國等23個國

家共1,200多名軍人參加。蒙古國自2006
年擴展為多國演習，參演國家逐年增多，

涵蓋範圍逐漸擴大。17

10.「神鷹-2015」聯合反恐訓練

中共空軍空降兵與白俄羅斯空軍

空降兵自6月16～26日在白俄羅斯第38近
衛獨立機動旅靶場舉行「神鷹-2015」聯

13 中時電子報，〈中澳海軍聯合軍演下週南海展開〉(2015年10月30日報導)，http://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51030001875-260309，2016年1月7日下載。

14 東網，〈南海爭議：中法各派護衛艦南海聯合軍演〉(2015年11月01日報導)，http://hk.on.cc/cn/bkn/cnt/

news/20151101/bkncn-20151101110107317-1101_05011_001.html，2016年1月7日下載。

15 光明軍事網，〈中泰空軍將首次舉行聯合訓練代號"鷹擊-2015"〉(2015年11月11日報導)，http://mil.gmw.

cn/2015-11/11/content_17690186.htm，2016年1月7日下載。

16 新華網，〈攜手-2015"中印陸軍反恐聯合訓練結束〉(2015年10月22日報導)，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2015-10/22/c_1116910986.htm，2016年1月7日下載。

17 聯合新聞網，〈可汗探索軍演中國首派兵參與〉 (2015年6月23日報導 )，ht tp : / /udn.com/news/

story/7331/1008699-%E3%80%8C%E5%8F%AF%E6%B1%97%E6%8E%A2%E7%B4%A2%E3%80%8D%

E8%BB%8D%E6%BC%94-%E4%B8%AD%E5%9C%8B%E9%A6%96%E6%B4%BE%E5%85%B5%E5%

8F%83%E8%88%87，201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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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反恐訓練，演習科目包含守衛重要目標

、偵察搜索、機動追擊、傘降攻擊、突擊

營地及營救人質等，此次是第三次反恐聯

訓活動。18

11.「和諧使命-2015」任務

中共海軍於9月23日起派遣170艦
艇編隊，包含蘭州艦(舷號170)、嶽陽艦(
舷號575)、和平方舟醫療船(舷號866)及海

軍特戰隊執行「和諧使命-2015」任務，

由海軍總醫院等單位118名醫務人員組成

，此次任務為第五次執行「和諧使命」任

務。19

12.「獵狐-2015」聯合反恐訓練

中共特種作戰部隊與哈薩克特種

部隊自10月27～31日在新疆某特戰旅訓練

場舉行「獵狐-2015」聯合反恐訓練，演

習以「邊境地區反恐聯合清剿行動」為主

題，演習科目包含情報偵察、機動投送、

聯合封控、清剿抓捕及山地追剿等，中哈

雙方投入兵力130餘人，混合編成指揮組

、偵察組、封控組、狙擊組和突擊隊等參

演。20

13.「絲路協作-2015」聯合軍演

中共武警部隊與斯里蘭卡陸軍舉

行「絲路協作-2015」聯合反恐訓練，第

一階段自3月29日起在武警廣東省總隊某

部綜合訓練場進行，演習科目包含戰術協

同、手槍及自動步槍快速精度射擊等。此

次聯合訓練全程混合編組、雙方輪流教學

組訓。第二階段於6月下旬在斯里蘭卡舉

行，此次「絲路協作-2015」聯合軍演中

共武警部隊首次與外軍實行雙向異地實戰

化訓練。21

14.中巴「朋友」聯合軍演

中共海軍與巴基斯坦海軍自2015
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日在東海某海域

舉行海上聯合軍演，演習科目包含編隊運

動、編隊通信、聯合護航、搜救、對空對

海射擊、臨檢追捕、聯合反海盜、聯合

反潛、聯合防空及實際使用武器等。共

軍南海艦隊派遣徐州艦(舷號530)、揚州

艦(舷號578)與巴基斯坦海軍驅逐艦25支
隊「沙姆謝爾」號(Shamsheer-舷號252)護
衛艦與「納斯爾」號(PNS Nasr A-47)補給

艦參演。22

(二)總部、院校及大軍區方面

1.「跨軍區基地化」軍演

據原總參軍訓部(現為聯合參謀部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中國、白俄羅斯"神鷹-2015"空降兵聯合反恐訓練今天開訓〉(2015年6月16日

報導)，http://www.mod.gov.cn/pic/2015-06/16/content_4590552.htm，2016年1月8日下載。

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和平方舟醫院船起航執行"和諧使命-2015"任務〉(2015年9月23日報導)，

http://www.mod.gov.cn/big5/auth/2015-09/23/content_4622014.htm，2016年1月8日下載。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獵狐-2015"中哈反恐聯合演習拉開帷幕〉(2015年10月29日報導)，http://news.

mod.gov.cn/action/2015-10/29/content_4626444.htm，2016年1月8日下載。

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實戰化聯訓磨礪反恐刀鋒--中斯首次"絲路協作-2015"聯合訓練廣州結訓式側

記〉(2015年4月21日報導)，http://news.mod.gov.cn/action/2015-04/21/content_4581192.htm，2016年1月8日

下載。

22 中華網，〈巴鐵海軍兩艘中國造軍艦訪華中巴將在東海演習〉(2015年12月29日報導)，http://military.

china.com/news/568/20151229/21034348.html，2016年1月8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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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作戰局)跨軍區基地化訓練採取總部

集中編組、軍區交互編組和軍區自行編組

等3種方式實施，分赴朱日和、確山、三

界、洮南、青銅峽、山丹等6個訓練基地

和訓練場23，編組原7大軍區15個合成旅

、7個砲兵旅、7個防空旅(團)跨區對抗演

習；另精選6支部隊擔任模擬藍軍，總參

演兵力達10萬餘人，人員參訓率、裝備出

動率均超過90%，其中29場實兵對抗，均

為紅敗藍勝。24

(1)「跨越-2015‧朱日和」軍演

共軍「跨越-2015‧朱日和」軍演

與2014年相比，參演部隊由原7個增加至

10個合成旅，同時在不同地區實施聯合訓

練、聯合項目訓練、軍種間互為條件訓練

；演練對抗方式由原單場次對抗轉變為前

進展開、陣地攻防、城市要點奪控等3回
合連續對抗，演習場次、時間及部隊如表

二。

中共「央視」7月22日播出「跨越

-2015‧朱日和C」軍演畫面中出現一棟紅

白相間大型建築物，與中華民國總統府高

度相似，專家研判軍演主要是模擬攻臺。

對此，我國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將軍表示

：「共軍演習狀況設計具有針對性，不僅

傷害兩岸人民情感，更不是臺灣人民及國

際社會所能接受。」25

(2)「跨越-2015‧三界」軍演

8月24日原成都軍區(現屬西部戰

區)某旅遠程機動至皖東山區，與素有「

魔鬼藍軍」之稱的原南京軍區某機步旅(
現屬東部戰區)展開激烈對抗。在「跨越

23 網易訂閱，〈2015陸軍"趕考"全記錄：藍軍全勝〉(未註明報導日期)，http://dy.163.com/wemedia/article/

detail/B5DADCK1051485AA.html，2016年1月9日下載。

24 新浪軍事網，〈朱日和陸軍對抗演習全部結束藍軍29場完勝紅軍〉(2015年9月25日報導)，http://mil.news.

sina.com.cn/2015-09-25/0950839873.html，2016年1月9日下載。

25 中央通訊社，〈中共軍演模擬攻臺央視曝光目標總統府〉(2015年7月22日報導)，http://www.cna.com.tw/

news/firstnews/201507220234-1.aspx，2016年1月9日下載。

表二　「跨越-2015•朱日和」軍演一覽表

項次 演 習 代 號 參 演 日 期 藍 軍 部 隊 紅 軍 部 隊 備考

一 跨越-2015．朱日和A 0601～0609

原北京軍區機步
195旅(現屬北部
戰區)

原南京軍區第1集團軍摩步7旅
(現屬東部戰區)

二 跨越-2015．朱日和B 0614～0621 原瀋陽軍區第40集團軍摩步119旅
(現屬北部戰區)

三 跨越-2015．朱日和C 0626～0703 原北京軍區第27集團軍摩步80旅
(現屬中部戰區)

四 跨越-2015．朱日和D 0708～0715 原北京軍區第27集團軍摩步82旅
(現屬中部戰區)

五 跨越-2015．朱日和E 0720～0727 原北京軍區第65集團軍裝甲1旅
(現屬中部戰區)

六 跨越-2015．朱日和F 0801～0808 原瀋陽軍區第40集團軍裝甲5旅
(現屬北部戰區)

七 跨越-2015．朱日和G 0813～0820 原蘭州軍區第21集團軍裝甲12旅
(現屬西部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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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三界A」實施前進展開資訊火力攻擊

與反前進反打擊、攻擊奪占與反攻擊、縱

深奪控與要點堅守等科目實施對抗。26

9月8日「跨越-2015‧三界B」原

濟南軍區某裝甲旅(現屬中部戰區)數百輛

坦克、火砲、步戰車和各型車輛向預定地

區開進，與「藍軍」南京軍區某旅(現屬

東部戰區)在山嶽叢林實施對抗，27演習場

次、時間及部隊如表三。

(3)「跨越-2015‧洮南A」軍演

「跨越-2015‧洮南A」實兵演習

第47集團軍某旅(現屬西部戰區)經過2,600

多公里長途機動到達預定地區後，該旅按

照遠端投送、實驗方案、戰場機動、編組

戰鬥、戰鬥實施、重複檢討及實彈綜合檢

驗7個步驟，與基地藍軍進行前進展開、

陣地攻防、邊境要點奪控等3場次對抗演

習，28演習場次、時間及部隊如表四。

(4)「跨越-2015‧確山」軍演

「跨越-2015‧確山A」於7月2日
在原濟南軍區某訓練基地實施，首次由總

部規劃、戰區編組、基地承辦跨軍區合成

旅實兵檢驗對抗演習。演習分指揮對抗、

實兵對抗、綜合檢驗等3階段，紅藍雙方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跨越-2015•三界A"演習突出隨機導調全面檢驗〉(2015年9月8日報導)，

http://news.mod.gov.cn/action/2015-09/08/content_4617864.htm，2016年1月9日下載。

27 中國新聞網，〈解放軍"跨越-2015•三界B"演習拉開帷幕〉(2015年9月9日報導)，http://www.chinanews.

com/mil/2015/09-09/7513183.shtml，2016年1月9日下載。

28 人民網，〈"跨越-2015•洮南A"演習拉開戰幕遠程投送兵力〉(2015年9月6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

com.cn/BIG5/n/2015/0906/c1011-27546746.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八 跨越-2015．朱日和H 0824～0831 原成都軍區第14集團軍機步42旅
(現屬南部戰區)

九 跨越-2015．朱日和I 0905～0912 原濟南軍區第26集團軍機步200旅
(現屬北部戰區)

十 跨越-2015．朱日和J 0917～0924 原廣州軍區第41集團軍裝甲15旅
(現屬南部戰區)

資料來源：1. 新浪軍事網，〈朱日和陸軍對抗演習全部結束藍軍29場完勝紅軍〉(2015年9月25日報導)，http://mil.
news.sina.com.cn/2015-09-25/0950839873.html，2016年1月9日下載。

2. 中央通訊社，〈中共軍演模擬攻臺央視曝光目標總統府〉(2015年7月22日報導)，http://www.cna.com.
tw/news/firstnews/201507220234-1.aspx，2016年1月9日下載。

3. 人民網，〈解放軍"跨越-2015•朱日和"對抗演習〉(2015年7月2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com.cn/
BIG5/8221/69693/396850/&usg=AFQjCNGv4Px3fJGVPpH1soBZbF1VExTCaA&sig2=_j4OOB5smnzr-
9SfbK7X3g。

4.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集團軍、第14集團軍、第21集團軍、第21集團軍、第26集團軍、第27
集團軍、第40集團軍、第41集團軍、第65集團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
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41%E9%9
B%86%E5%9B%A2%E5%86%9B。

5.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第65集團軍機步195旅，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
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6
5%E9%9B%86%E5%9B%A2%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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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實兵交戰系統，演練攻擊奪占與反攻

擊、城市要點奪控與依靠要點抗擊等科目

。此次演習採用落彈區炸點資訊收集系統

、場區音視頻收集系統以及陸軍實兵交戰

系統等，精確評估參演部隊戰鬥力，29演

習場次、時間及部隊如表五。

(5)「跨越-2015‧濰北」軍演

原濟南軍區第26集團軍某機步旅(
現屬北部戰區)在濰北某演訓場實施「跨

越-2015‧濰北」自主實兵實彈對抗演習

，由上級首長機關擔任統裁部，院校專家

和確山訓練基地指揮員擔任管制官和裁判

官，裝甲、砲兵、工兵、步兵以及配屬特

戰、陸航等諸兵種近6,000名兵力和千餘

輛裝甲、輪型車輛裝備參加，30演習場次

、時間及部隊如表六。

(6)「北劍-1510(S)」軍演

10月13日擔任紅軍的原北京軍區

第38集團軍某機步師(現屬中部戰區)攻擊

群進入預定位置，紅藍雙方在朱日和訓

練基地進行山地、丘陵、城市奪控作戰

等科目進行，31演習場次、時間及部隊如

29 人民網，〈我軍跨區基地化訓練高潮迭起〉(2015年7月7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

n/2015/0707/c172467-27263259.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30 人民網，〈高清：實拍解放軍演習向"敵"前沿衝擊主戰坦克戰場機動〉(2015年10月26日報導)，http://

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5/1026/c1011-27741289.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表三　「跨越-2015•三界」軍演一覽表

項次 演 習 代 號 參 演 日 期 藍 軍 部 隊 紅 軍 部 隊 備考

一 跨越-2015．三界A 0824～0903
原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機
步34旅(現屬東部戰區)

西藏軍區山地53旅
(現屬西部戰區)

二 跨越-2015．三界B 0908～0917 原濟南軍區第54集團軍裝甲11旅
(現屬中部戰區)

資料來源：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跨越-2015•三界A"演習突出隨機導調全面檢驗〉(2015年9月8日報導)
，http://news.mod.gov.cn/action/2015-09/08/content_4617864.htm，2016年1月9日下載。

2. 中國新聞網，〈解放軍"跨越-2015•三界B"演習拉開帷幕〉(2015年9月9日報導)，http://www.
chinanews.com/mil/2015/09-09/7513183.shtml，2016年1月9日下載。

3.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集團軍、第54集團軍、西藏軍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
A5%BF%E8%97%8F%E5%86%9B%E5%8C%BA。

表四　「跨越-2015•洮南A」軍演一覽表

演 習 代 號 參 演 日 期 藍 軍 部 隊 紅 軍 部 隊 備考

跨越-2015．洮南A 0909～0915 原瀋陽軍區第16集團軍機步
204旅(現屬北部戰區)

原蘭州軍區第47集團軍摩步
56旅(現屬西部戰區)

資料來源：1. 人民網，〈"跨越-2015•洮南A"演習拉開戰幕遠程投送兵力〉(2015年9月6日報導)，http://military.
people.com.cn/BIG5/n/2015/0906/c1011-27546746.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2.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6集團軍、第47集團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
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47%
E9%9B%86%E5%9B%A2%E5%86%9B。

31 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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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2.「火力-2015」軍演

2014年「火力-2014」首度實施砲

兵跨軍區基地化對抗訓練，10支部隊在8
處不同地區訓練場實施，然「火力-2015
」乃是於山丹訓練場與青銅峽合同戰術訓

練基地集中實施，參演部隊更多、科目繁

雜、科技與資訊化程度也提升，演習場次

、時間、部隊及內容如表八。

(1)「火力-2015‧山丹」軍演

自7月1日～9月7日在甘肅河西走

廊地區舉行7場次「火力-2015‧山丹」地

面防空兵部隊跨軍區基地化實兵實彈演習

，具時間跨越長、參演部隊多、機動里程

遠、參演裝備全、實戰化程度高等特點。

原7大軍區7支防空兵和藍軍部隊共1.8萬
餘人參演，參演部隊機動總里程達3萬多

公里，地面部隊防空兵配備7個系列、9種
型號防空武器全部參演，藍軍出動殲10戰
機、殲11B戰機和直升機、電子偵察干擾

機、無人機等200多架次，32實施全程對

抗、全程檢驗、全程評估、全程量化，檢

驗部隊訓練水準和武器裝備實際效能。33

演習中運用多型無人機、航空靶彈、航模

傘靶、紅外氣球靶等模擬巡航導彈、空對

地導彈、制壓飛機等空中目標，營造近似

實戰訓練環境，誘導部隊由「訓練打靶」

向「實戰檢驗」轉變。34

31 BRTN軍事網，〈"北劍-1510(S)"對抗激烈形成"戰車墳場"〉(2015年10月14日報導)，http://mil.brtn.

cn/20151014/ARTI1444803692471932_2.s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火力-2015•山丹"系列演習落幕我陸軍防空兵部隊跨區基地化演習戰果豐碩

〉(2015年9月7日報導)，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5-09/07/content_4617741.htm，2016年1月10日

下載。

33 鐵血網，〈我軍即日起連續舉行７場"火力-2015山丹"演習〉(2015年7月4日報導)，http://bbs.tiexue.net/

post2_9334914_1.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表五　「跨越-2015•確山」軍演一覽表

項次 演 習 代 號 參 演 日 期 藍 軍 部 隊 紅 軍 部 隊 備考

一 跨越-2015．確山A 0702～0716

原濟南軍區第20集團
軍機步60旅 (現屬中
部戰區)

原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摩步179旅
(現屬東部戰區)

二 跨越-2015．確山B 0728～0815 原廣州軍區第42集團軍裝甲16旅
(現屬南部戰區)

三 跨越-2015．確山C 0826～0914 原濟南軍區第54集團軍機步127師
(現屬中部戰區)

四 跨越-2015．確山D 0918～0930 原濟南軍區第54集團軍機步162師
(現屬中部戰區)

資料來源：1. 人民網，〈我軍跨區基地化訓練高潮迭起〉(2015年7月7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com.cn/
BIG5/n/2015/0707/c172467-27263259.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2.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集團軍、第20集團軍、第42集團軍、第54集團軍，https: / /
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
94%BE%E5%86%9B%E7%AC%AC20%E9%9B%86%E5%9B%A2%E5%86%9B。

34 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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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跨越-2015•濰北」軍演一覽表

演 習 代 號 參 演 日 期 藍 軍 部 隊 紅 軍 部 隊 備 考

跨越-2015•濰北 1019～1029 不詳
原濟南軍區第26集團軍機步200旅
(現屬北部戰區)

資料來源：1. 人民網，〈高清：實拍解放軍演習向"敵"前沿衝擊主戰坦克戰場機動〉(2015年10月26日報導)，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5/1026/c1011-27741289.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2.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6集團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26%E9%9B%
86%E5%9B%A2%E5%86%9B。

表七　「北劍-1510(S)」軍演一覽表

演 習 代 號 參 演 日 期 藍 軍 部 隊 紅 軍 部 隊 備 考

北劍-1510(S) 0925～1013 原北京軍區機步195旅
(現屬北部戰區)

原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機步112師
(現屬中部戰區)

資料來源：1. BRTN軍事網，〈"北劍-1510(S)"對抗激烈形成"戰車墳場"〉(2015年10月14日報導)，http://mil.
brtn.cn/20151014/ARTI1444803692471932_2.s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2.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8集團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
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38%E9%
9B%86%E5%9B%A2%E5%86%9B。

3.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第65集團軍機步195旅，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
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
%AC%AC65%E9%9B%86%E5%9B%A2%E5%86%9B。

表八　「火力-2015」軍演一覽表

項次 演習代號 參演日期 紅 軍 部 隊 備考

一 火力-2015．山丹A 0701～0708 原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防空旅
(現屬中部戰區)

二 火力-2015．山丹B 0712～0718 新疆軍區高砲旅(現屬西部戰區)

三 火力-2015．山丹C 0720～0726 原成都軍區第13集團軍摩步149師高砲旅
(現屬西部戰區)

四 火力-2015．山丹D 0801～0809 原濟南軍區第54集團軍防空旅
(現屬中部戰區)

五 火力-2015．山丹E 0811～0819 原廣州軍區第41集團軍防空旅
(現屬南部戰區)

六 火力-2015．山丹F 0823～0830 原瀋陽軍區第16集團軍高砲旅
(現屬北部戰區)

七 火力-2015．山丹G 0901～0907 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防空旅
(現屬東部戰區)

八 火力-2015．青銅峽A 0706～0714 原濟南軍區第20集團軍砲兵旅
(現屬中部戰區)

九 火力-2015．青銅峽B 0716～0722 原成都軍區第13集團軍砲兵旅
(現屬西部戰區)

十 火力-2015．青銅峽C 0724～0802 原蘭州軍區第47集團軍砲兵旅
(現屬西部戰區)

十一 火力-2015．青銅峽D 0810～0816 原瀋陽軍區第16集團軍砲兵旅
(現屬北部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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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力-2015‧青銅峽」軍演

自7月6日～9月17日在原蘭州軍區

(現屬西部戰區)青銅峽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舉行7場次「火力-2015‧青銅峽」地面砲

兵部隊跨軍區基地化實兵實彈演習。出動

兵力1.7萬餘人、火砲500多門、反裝甲飛

彈發射車40多輛、無人機40多架，共消耗

砲彈、反裝甲飛彈4,000多發。此次演習

著重檢驗砲兵部隊作戰指揮、戰術水準和

戰法運用，使用實兵交戰系統，重點演練

多方式火力壓制、多地段火力阻絕及多陣

地機動打擊等。35

「火力-2015‧青銅峽」由共軍6所
院校、原蘭州軍區第21集團軍摩步61師(
現屬西部戰區)和新疆軍區陸航3旅(現屬

西部戰區)部分兵力編組「藍軍」與參演

「紅軍」部隊合成力量配合演練，首次實

施多科目場次對抗，運用實兵交戰系統自

主對抗。36

此次演習在引進智慧靶標系統，

以動態目標為主，引導砲兵進行「人機對

抗」；改進掃瞄武器實兵交戰系統，以發

34 中國新聞網，〈我軍連續舉行7場"火力-2015•山丹"演習重點進行陸空實兵對抗和實彈檢驗〉(2015年7月

1日報導)，http://big5.chinanews.com/mil/2015/07-01/7378423.s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35 人民網，〈"火力-2015•青銅峽"系列演習突顯六大亮點〉(2015年9月18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

com.cn/n/2015/0918/c1011-27602415.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36 國際日報，〈解放軍連續7場陸軍砲兵實兵實彈對抗演習拉開序幕〉(2015年7月6日報導)，http://www.

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1017788，2016年1月11日下載。

十二 火力-2015．青銅峽E 0821～0826 原南京軍區第1集團軍砲兵旅
(現屬東部戰區)

十三 火力-2015．青銅峽F 0907～0911 原廣州軍區第42集團軍砲兵旅
(現屬南部戰區)

十四 火力-2015．青銅峽G 0912～0917 原北京軍區第27集團軍砲兵旅
(現屬中部戰區)

資料來源：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火力-2015•山丹"系列演習落幕我陸軍防空兵部隊跨區基地化演習

戰果豐碩〉(2015年9月7日報導)，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5-09/07/content_4617741.
htm，2016年1月10日下載。

2. 鐵血網，〈我軍即日起連續舉行7場"火力-2015•山丹"演習〉(2015年7月4日報導)，http://bbs.
tiexue.net/post2_9334914_1.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3. 中國新聞網，〈我軍連續舉行7場"火力-2015•山丹"演習重點進行陸空實兵對抗和實彈檢驗〉

(2015年7月1日報導)，http://big5.chinanews.com/mil/2015/07-01/7378423.shtml，2016年1月10日下

載。

4. 人民網，〈"火力-2015•青銅峽"系列演習突顯六大亮點〉(2015年9月18日報導)，http://military.
people.com.cn/n/2015/0918/c1011-27602415.html，2016年1月10日下載。

5. 國際日報，〈解放軍連續７場陸軍砲兵實兵實彈對抗演習拉開序幕〉(2015年7月6日報導)，
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1017788，2016年1月11日下載。。

6.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集團軍、第13集團軍、第16集團軍、第20集團軍、第27集團軍

、第31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41集團軍、第42集團軍、第47集團軍、第54集團軍，https://
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
%94%BE%E5%86%9B%E7%AC%AC1%E9%9B%86%E5%9B%A2%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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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實彈引誘顯示敵方砲兵陣地，誘導雷達

、聲測系統、無人機等即時捕捉目標；研

發狀況、指揮、行動、毀傷「四位一體」

監控系統，呈現參演部隊全時域全過程即

時監控。37

3.「聯合行動-2015」軍演

「聯合行動-2015」軍演區分5場次

實施，由原軍區、地面部隊、海軍、空軍

、原第二砲兵(現為火箭軍)和多支預備役

部隊、部分武警部隊及總部情報、技術偵

察、特種作戰、電子對抗、網路攻防、心

理戰、後勤保障、裝備保障等戰略戰役

支援力量參演。38地面部隊出動裝甲車輛

700多輛、火砲和飛彈1,300多門(具)、陸

軍航空兵出動直升機500多架次，空軍航

空兵出動多型戰機140多架、600多架次，

海軍出動各類艦船150多艘及原二砲多個

導彈發射營(現為火箭軍)參與演習。39更

加強戰略預警、情報偵察、指揮控制、電

磁頻譜管控、氣象水文及聯勤裝備保障等

演練，40演習場次、時間、部隊及內容如

表九。

(三)中共海軍方面

1.「叢林-2015」軍演

37 同註25。

38 中國評論新聞網，〈"聯合行動-2015"系列聯演全面展開〉(2015年8月11日報導)，http://hk.crntt.com/

doc/1038/8/5/1/103885163.html?coluid=4&kindid=16&docid=103885163&mdate=0811093951，2016年1月10

日下載。

39 中國新聞網，〈聯合行動-2015系列演習落幕共出動兵力14萬多人〉(2015年10月13日報導)，http://www.

chinanews.com/mil/2015/10-13/7566712.shtml，2016年1月11日下載。

40 人民網，〈中國軍隊聯合軍演突出六個重點強化新型戰力〉(2015年8月10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

com.cn/BIG5/n/2015/0810/c172467-27438588.html，2016年1月11日下載。

41 北緯40度網，〈解放軍在遼寧艦母港以東海域進行創紀錄高強度實兵實彈對抗演練〉(2015年7月3日報導

)，http://www.bw40.net/5554.html，2016年1月11日下載。

表九　「聯合行動-2015」軍演一覽表

項次 演 習 代 號 參 演 日 期 地 點 參 演 部 隊 演 習 內 容 概 要

一 聯合行動-2015A 0701～0702
黃海海域
(青島至連雲港
以東)

以北海艦隊為主，東海艦
隊第二砲兵導彈營、瀋陽
軍區(現為北部戰區)及濟
南軍區(現為中部戰區)部
分兵力參加。

海上聯合作戰演習，重點
演練聯合作戰機制構建與
運用、作戰規劃與指揮控
制、偵察預警與資訊對抗
、火力壓制與合同突擊及
新型魚雷武器作戰運用等
內容。41

二 聯合行動-2015B 0811～0820
南京
三界合同戰術
訓練基地

原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裝
甲2旅(現屬東部戰區)、海
軍南海艦隊、原南京軍區
空軍(現屬東部戰區)、原
二砲(現為火箭軍)約1萬餘
人參演。

渡海登陸聯合實兵演習，
置重點於聯合作戰機制構
建、資訊系統編組運用、
遠距離機動投送、聯合情
報偵察、聯合資訊火力打
擊、聯合資訊攻防、三軍
聯合破障、聯合協同作戰
及聯合一體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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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軍陸戰隊於9月16日在原成

都軍區馬龍綜合訓練場(現屬西部戰區)舉
行「叢林-2015」陸戰合成突擊群實兵實

彈檢驗性演習，目的在強化陸戰合成營對

山地叢林地作戰環境適應能力，提高中共

海軍陸戰隊在陌生複雜環境實戰能力。演

習分火力準備、開闢通路、前沿戰鬥、縱

深戰鬥等4階段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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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演習科目包含火力準備、

機動接敵、陣地突破、奪占要點通道及建

立防禦部署等。43

42 人民網，〈高清：海軍陸戰隊"叢林-2015"實兵實彈演習舉行〉(2015年9月17日報導)，http://military.

people.com.cn/BIG5/n/2015/0917/c1011-27596522.html，2016年1月12日下載。

三 聯合行動-2015C 0810～0826 廣東東部
某演訓場

原廣州軍區第42集團軍兩
棲機步124師(現屬南部戰
區)為主、南海艦隊、原南
京軍區空軍(現屬東部戰區
)、原二砲及廣東省民兵預
備役防空群約1萬2千餘人
參演。

渡海登陸聯合實兵演習，
訓練軍以下部隊聯合機制
和實施聯合作戰行動，置
重點於火力襲擊、聯合破
障、開闢通路、突擊上陸
、空中火力打擊及空降奪
占機場等。

四 聯合行動-2015D 0808～0813
四川
理塘高原
訓練場

原成都軍區第13集團軍(現
屬西部戰區)、原成都軍區
第14集團軍(現屬南部戰區
)為主，空軍、原二砲(現
為火箭軍)、陸航及預備役
部隊配合執行。

機動作戰聯合實兵演習，
重點演練聯合投送、聯合
指揮控制、空中近距離火
力支援及聯合奪控要點等
。

五 聯合行動-2015E 1008～1013
青海
格爾木
高原訓練
基地

原蘭州軍區第47、21集團
軍(現屬西部戰區)、新疆
軍區機步6師裝甲團為主，
特戰、陸航、原二砲(現為
火箭軍)及空軍配合參演約
2萬餘人參演。

高原使命聯合實兵演習，
置重點於聯合作戰指揮、
聯合火力打擊、聯合奪控
要地、聯合行動協同及聯
合戰役保障等。

資料來源：1. 中國評論新聞網，〈"聯合行動-2015"系列聯演全面展開〉(2015年8月11日報導)，http://hk.crntt.com/
doc/1038/8/5/1/103885163.html?coluid=4&kindid=16&docid=103885163&mdate=0811093951，2016年1月
10日下載。

2. 中國新聞網，〈聯合行動-2015系列演習落幕共出動兵力14萬多人〉(2015年10月13日報導)，http://
www.chinanews.com/mil/2015/10-13/7566712.shtml，2016年1月11日下載。

3. 人民網，〈中國軍隊聯合軍演突出六個重點強化新型戰力〉(2015年8月10日報導)，http://military.
people.com.cn/BIG5/n/2015/0810/c172467-27438588.html，2016年1月11日下載。

4. 北緯40度網，〈解放軍在遼寧艦母港以東海域進行創紀錄高強度實兵實彈對抗演練〉(2015年7月3日報

導)，http://www.bw40.net/5554.html，2016年1月11日下載。

5.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集團軍、第13集團軍、第14集團軍、第21集團軍、第42集團軍、第47集
團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
A3%E6%94%BE%E5%86%9B%E7%AC%AC47%E9%9B%86%E5%9B%A2%E5%86%9B。

6.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北海艦隊、東海艦隊，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5%B
7%E8%88%B0%E9%98%9F。

43 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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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2.7月南海「多兵種立體登陸作戰」

軍演

中國海事局網站發布航行警告，南

海自7月22日8時～31日8時在18-15N 110-
30E、19-32N 111-21E、19-34N 113-26E
、18-35N 114-08E、16-45N 113-15E及16-
10N 112-18E諸點連線水域範圍內進行軍

事訓練。44

共軍南海艦隊某登陸艦支隊自7月
21～31日在南海某海域聯合海軍陸戰隊、

原廣州軍區地面兩棲部隊(現屬南部戰區)
及海軍直升機部隊進行「多兵種立體登陸

作戰」軍演。據中共央視報導顯示21日晚

間9點開始，由登陸支隊數十艘登陸艦艇

組成紅方編隊緊急啟航，於22日晚間10點
航行抵達登陸海域。紅方編隊展開登陸隊

形，海軍陸戰隊和地面部隊兩棲作戰部隊

共數十輛兩棲裝甲戰鬥車輛從多艘登陸艦

艇駛離，向登陸點前進；隨後，紅方1艘
「野牛」級氣墊登陸艇及數艘726型氣墊

登陸艇，分別搭載96式坦克和登陸兵成功

突擊上陸，45演習場次、時間、部隊及內

容如表十。

3.11月南海「三大艦隊背靠背」軍演

43 國際在線新聞網，〈中國海軍陸戰隊"叢林-2015"實兵實彈演習舉行〉(2015年9月17日報導)，http://gb.cri.

cn/42071/2015/09/17/8011s5106351.htm，2016年1月12日下載。

44 文匯網，〈中國22日起在南海軍演10天〉(2015年7月23日報導)，http://news.wenweipo.com/2015/07/23/

IN1507230079.htm，2016年1月12日下載。

45 新浪新聞網，〈解放軍南海登陸演習野牛氣墊船首現身〉(2015年7月21日報導)，http://news.sina.com.tw/

article/20150721/14821548.html，2016年1月12日下載。

表十　共軍「南海多兵種立體登陸作戰」軍演一覽表

軍演代號 參演日期 地 點 參 演 部 隊 演 習 內 容 概 要

不詳 0721-0731 南海某海域
(海南島東方海域)

南海艦隊為主，原廣
州軍區第42集團軍兩
棲機步124師(現屬南
部戰區)及海軍直升機
部隊約5千餘人參演
。

1. 演練科目為快速編組抗擊、二次編組反
擊、編隊搶占攻擊位置、編隊展開登陸
隊形、浮渡卸載、編隊戰鬥隊形、氣墊
船突擊上陸、機降突襲等。

2. 檢驗海軍登陸部隊遠程輸送、隱蔽突擊
、火力協同等能力。

3. 21日晚間啟航，23日展開立體登陸作戰
演練，23～31日於海南島東部海域實施
演訓。

資料來源：1. 文匯網，〈中國22日起在南海軍演10天〉 (2015年7月23日報導 )，ht tp : / /news .wenweipo .
com/2015/07/23/IN1507230079.htm，2016年1月12日下載。

2. 新浪新聞網，〈解放軍南海登陸演習野牛氣墊船首現身〉(2015年7月21日報導)，http://news.sina.
com.tw/article/20150721/14821548.html，2016年1月12日下載。

3.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2集團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
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42%E9%9B%86%E
5%9B%A2%E5%86%9B。

4.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南海艦隊，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5%B7%E8%8
8%B0%E9%98%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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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北海、東海及南海艦隊11月16
、17日在西沙群島某海域(永興島基地附

近海域)舉行潛艦機合同突擊、反潛反水

雷、聯合防衛及多個實兵對抗演練，演習

科目包含偵察預警、指揮控制、潛艦機協

同突擊、反潛反水雷、聯合防衛及後勤裝

備保障等。據分析指出共軍在南海高調實

施軍演，主要回應美方在南海問題上的強

硬立場。46

(四)中共空軍方面

1.「空運衛勤-2015」軍演

中共空軍於7月5日在華北某空軍機

場由原瀋陽軍區(現為北部戰區)、原蘭州

軍區(現為西部戰區)、原南京軍區(現為東

部戰區)、原廣州軍區(現為南部戰區)、原

成都軍區(現為西部戰區)等5個軍區和空

軍6支空運醫療隊、空軍野戰醫療隊、空

軍部隊3支醫療分隊及空軍部分航空兵部

隊舉行「空運衛勤-2015」軍演。區分「

戰場急救和直升機空運」、「空運中轉站

開設和接收處置傷患」、「衛生飛機空運

傷患」等3階段實施，參演兵力共300餘人

，動用衛生飛機1架、直升機2架、輪型車

輛15輛，以及各類衛生裝備150餘件。演

習科目包含空運醫療後送編組指揮機制、

直升機空運申請要素、空運中轉機構保障

模式、機上救護力量編組配置、衛生飛機

使用管理等。47為共軍空軍首次全軍性空

運衛勤演練。

2.「利劍-2015」軍演

中共原廣州空軍(現為南部戰區)於
11月2日在南海某海域上空由空軍航空兵

及海軍航空兵部隊共同舉行「利劍-2015
」軍演，參演裝備計有殲擊機、殲轟機、

轟炸機、預警機、偵察機和直升機等，目

的在提升實戰能力，應付各種安全威脅，

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48

(五)武警方面

1.「衛士-15」演習

(1)「衛士-15．雪域」演習

中共武警部隊自7月21～28日在青

海、四川、西藏等20多個地區由各地區武

警部隊同步舉行「衛士-15．雪域」演習

，對公共場所反劫持、巡邏分隊反襲擊、

爆炸現場排除爆炸物救援、反恐怖襲擊等

14類55個課題進行實戰化演練，演習科目

包含編隊行軍、路障排除、通信保障及裝

備搶修等。49

(2)「衛士-15．勁旅」演習

中共武警機動第187師自11月9～
11日在山西李墕訓練基地舉行「衛士-15
．勁旅」演習，進行「城市防禦戰鬥實戰

46 聯合全球新聞網，〈陸3大艦隊南海高調軍演〉 (2015年12月20日報導 )，ht tp : / /udn.com/news/

story/7992/1389295-%E9%99%B83%E5%A4%A7%E8%89%A6%E9%9A%8A-%E5%8D%97%E6%B5%B7

%E9%AB%98%E8%AA%BF%E8%BB%8D%E6%BC%94，2016年1月12日下載。

47 中國新聞網，〈解放軍舉行"空運衛勤-2015"研究性演練〉(2015年7月5日報導)，http://www.chinanews.

com/mil/2015/07-05/7385022.shtml，2016年1月12日下載。

4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我空軍海軍多型戰機參加"利劍-2015"實兵演習〉(2015年11月2日報導)，

http://news.mod.gov.cn/big5/headlines/2015-11/02/content_4626915.htm，2016年1月11日下載。

49 新浪軍事網，〈藏區數萬武警進行大規模實兵反恐演習〉(2015年7月29日報導)，http://mil.news.sina.com.

cn/2015-07-29/1622836017.html，2016年1月12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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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化」演練，演習科目包含立體交戰、編組

對抗及官兵編組作戰等。50

2.「高原礪劍-2015」演習

中共武警部隊於6月10日在青海省

西寧市城東區西寧火車站由武警總隊西寧

市支隊、海東支隊、海北支隊約150餘人

舉行「高原礪劍-2015」反恐怖應急合成

演練，此次以青海省重點單位和重要目標

遭受恐怖襲擊為背景，動用公安、武警、

消防、宣傳、衛生、通信、交通及鐵路等

參與演練。演習科目包含處置刀斧砍殺群

眾、排除現場爆炸物及防暴戰術隊形演練

等。51

(六)公安方面

中越「紅河1號-2015」聯合反恐

演練

中共雲南紅河公安邊防支隊和越

南老街省邊防部隊於2015年7月30日在邊

城明珠中國河口成功舉行中越「紅河1號
-2015」聯合反恐演練，演習科目包含熱

線直通、情報互通、聯合指揮、聯合封控

、聯合追捕及快速遣返等，雙方共投入警

力170人參與演練。52

(七)其他方面

1.「9月福建臺海實彈射擊」演習

中共海事局官方網站發布自9月11
～13日每天15～17時在福建圍頭北北東方

石獅將軍山靶場實施射擊軍事演習。福建

海事局「閩航警0032」航行警告顯示臺

灣海峽4個座標點(24-42.17N/118-43.78E
；24-44.78N/118-47.67E；24-40.95N/118-
49.07E；24-38.13N/118-45.00E)連線劃定

水域內，進行實彈射擊，射擊高度8,000
公尺。我國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將軍表示

，福建共軍地面部隊自9月11～13日在圍

頭外海約14浬處，實施一般性火砲射擊，

這是共軍年度計劃性訓練任務，國軍均已

掌握；美軍位於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

(PACOM)表示為例行性演訓。53

2.「香江衛士-2015」演習

共軍駐港部隊自5月下旬起至10月
下旬在香港新界屯門青山訓練場進行「香

江衛士-2015」聯合實兵演習。演習科目

包含聯合火力打擊、對空海敵情及特戰滲

透突襲等。據報導顯示，演習期間分成紅

藍實兵對抗，雷達鎖定目標、火砲追蹤

目標等進行實戰演練。首先5月下旬舉行

與海上防衛有關的「香江衛士-2015A」

50 中國軍事網，〈武警部隊舉行"衛士-15．勁旅"演習〉(2015年11月3日報導)，http://www.js7tv.cn/

video/201511_25720.html，2016年1月12日下載。

51 中新網，〈青海舉行"高原礪劍一2015"反恐應急合成演練〉(2015年6月10日報導)，http://big5.chinanews.

com/tp/hd2011/2015/06-10/528240.shtml，2016年1月13日下載。

52 新華網，〈中越"紅河1號-2015"聯合反恐演練在中國河口舉行〉(2015年7月31日報導)，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5-07/31/c_1116108581.htm，2016年1月13日下載。

53 明報新聞網，〈解放軍今起臺海實彈射擊軍演〉，http://news.mingpao.com/ins/%E8%A7%A3%E6%94%B

E%E8%BB%8D%E4%BB%8A%E8%B5%B7%E5%8F%B0%E6%B5%B7%E5%AF%A6%E5%BD%88%E5

%B0%84%E6%93%8A%E8%BB%8D%E6%BC%94-%E5%B0%88%E5%AE%B6%EF%BC%9A%E5%83%8

5%E4%BE%8B%E8%A1%8C%E8%A8%93%E7%B7%B4%20%E5%8B%BF%E9%81%8E%E5%88%86%E8

%A7%A3%E8%AE%80/web_tc/article/20150911/s00004/1441945107005，2016年1月13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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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舉行與防空有關的「香江衛士

-2015B」；7月4日舉行與陸空聯合有關的

「香江衛士-2015C」，10月27日舉行與陸

海空聯合作戰有關的「香江衛士-2015D
」。54

軍演特色分析

2015年共軍頒布「全軍軍事訓練指

示」，持續強化全軍部隊訓練基礎，在

「訓練與實戰一體化」條件下，逐步完成

訓練改革與戰法創新，以提升共軍在信

息化條件下威懾和實戰能力。另按中共

2015年《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所述，

地面部隊提升跨區機動作戰能力，海軍從

事戰備巡邏遠海訓練，空軍戰轟機實施

遠程暨海洋飛訓，並藉演訓時機，將作

戰縱深大幅延伸，對外展現共軍現階段作

戰能力已達第一島鏈，並朝印度洋及第二

島鏈擴展。55

一、聯合軍演場多規模歷年之最

共軍2015年與美國、俄羅斯、印度

等19國實施聯合軍演估計超過30餘場，聯

演範圍擴及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等11
個海域，聯演項目包含聯合保護交通線、

海上補給、航運安全、海上通信、聯合搜

救、聯合護航、聯合解救被劫持船隻、人

道主義援助及救災行動等多元化科目，其

中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澳大利亞

、法國等5國首次舉行聯合軍演，且部分

國家已表示將列為常態性軍事合作項目。

2015年國內軍演舉行超過300餘場次演訓

，投入部隊超過140個團級以上部隊，兵

力超過16萬餘人以上，軍演範圍擴及東海

、黃海、渤海、南海等海域、五大合同戰

術訓練基地(朱日和、洮南、三界、確山

、青銅峽)及山丹、新疆訓練場等，精選6
支「藍軍旅」參與實兵對抗，動員主戰兵

種、預備役部隊和情報、技術偵察、特種

作戰、電子對抗、網路攻防、心理戰、後

勤保障、裝備保障等戰略戰役支援力量，

其軍演場次繁多、參演規模為歷年之最，

逐步實現陸軍由區域防衛型向全域機動型

轉變、海軍由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

海護衛型結合轉變、空軍由國土防空型向

攻防兼備型轉變。

二、強化指揮系統自建藍軍對抗

共軍在「跨軍區基地化對抗軍演」

採總部統一編組、軍區交互編組和軍區自

行編組3種方式實施，原總參(現為聯合參

謀部戰場作戰局)規範部隊全員全裝參加

，分別由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南京陸軍

指揮學院、南京砲兵學院、防空兵學院等

編組實施對抗演練。56其目的強化指揮員

戰略戰役思維培養，加強指揮資訊系統運

用，準確作戰規劃，全方位歷練與檢驗指

揮員作戰指揮能力；演習中加強戰略、戰

54 南華中文網，〈5月內4度實彈演習駐港部隊"香江衛士-2015"演習收場〉(2015年10月27日報導)，http://

www.nanzao.com/tc/hk-macau-tw/150a748491737d5/5-nei-4-du-shi-dan-yan-xi-zhu-gang-bu-dui-xiang-jiang-

wei-shi-2015-yan-xi-shou-guan，2016年1月13日下載。

55 中華民國104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第一篇戰略環境第一章安全情勢第二節亞太安全環境〉《中華

民國104年國防報告書》(臺灣臺北：國防部，2015年10月)，頁39。

56 環球軍事網，〈陸軍29場跨區對抗演習全部結束檢驗實戰本領〉(2015年9月25日報導)，http://www.

armystar.com/cnjs/2015-09-25_29475.html，2016年1月16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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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支援力量參訓，部隊配屬空軍、陸航、

特戰、技術偵察、電抗和心理戰等新型作

戰力量，強化系統對抗使軍種協同作戰或

兵種合同作戰能涵蓋戰術階層，加強偵

察預警與指揮控制系統建設，以健全中

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制與戰區作戰指

揮編組。

在29場次跨軍區基地化對抗軍演，

於朱日和、三界、洮南、確山、山丹及青

銅峽等6處訓練基地舉行，精選6支部隊擔

任模擬藍軍。57發現共軍近年來因應實戰

化要求，各軍區自行建立「模擬藍軍」，
58其中原北京軍區機步195旅(現屬北部戰

區)於「跨越-2015‧朱日和」已換裝接近

海藍色新式迷彩服與臂章上有一個狼頭標

識，並寫上「藍軍旅195U」新式臂章，59

然原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機步34旅(現屬

東部戰區)已換裝與中華民國陸軍部隊叢

林迷彩服高度相似的迷彩服，60顯見其高

度模擬藍軍，分析共軍各軍區自建「模擬

藍軍」部隊如表十一。

三、改革訓練機制配合軍改運行

57 軍報記者網，〈我陸軍年度29場跨區基地化對抗檢驗演習全部結束〉(2015年9月25日報導)，http://

jz.chinamil.com.cn/gd/2015-09/25/content_6697595.htm，2016年1月16日下載。

58 人民網，〈鋒利的磨刀石－中國藍軍三十年(上)〉(2015年11月05日報導)，http://military.people.com.cn/

BIG5/n/2015/1105/c1011-27779401.html，2016年1月16日下載。

59 超級大本營軍事網，〈朱日和軍演"戰況"慘烈專業藍軍當練兵磨刀石〉(2015年10月21日報導)，http://

www.cjdby.net/junshiyanjiu/2015-10-21/military-7997_3.html，2016年1月16日下載。

60 中國評論新聞網，〈專業化藍軍旅形神兼備令"紅軍"吃盡苦頭〉(2009年11月13日報導)，http://hk.crntt.

com/doc/1011/3/4/8/10113487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134877，2016年1月16日下載。

表十一　共軍軍區自建「模擬藍軍」部隊一覽表

項次 部 隊 番 號 參 訓 場 地 參 與 演 習 場 次 備 考

一
原北京軍區機步195旅
(現屬北部戰區)

原北京軍區朱日和
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現屬北部戰區)

1.跨越-2015．朱日和
2.寒訓-2015

令頒
組建

二
原瀋陽軍區第16集團軍機步204旅
(現屬北部戰區)

原瀋陽軍區洮南
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現屬北部戰區)

跨越-2015．洮南

三
原濟南軍區第20集團軍機步60旅
(現屬中部戰區)

原濟南軍區確山
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現屬中部戰區)

跨越-2015．確山

四
原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機步34旅
(現屬東部戰區)

原南京軍區三界
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現屬東部戰區)

跨越-2015．三界

五
原廣州軍區第42集團軍裝甲16旅
(現屬南部戰區)

原廣州軍區鹿寨
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現屬南部戰區)

跨越-2015．確山B 無法
確認

六
原成都軍區第14集團軍裝甲18旅
(現屬南部戰區)

原成都軍區大涼山
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現屬西部戰區)

跨越-2014．朱日和E 無法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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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持續健全「三位一體」新型軍

事人才培養機構，另一方面配合聯合作戰

指揮機制改革，強化軍委總部統管職能、

凸顯戰區實施聯合訓練主要地位，設置聯

合訓練領導管理機構與運行機制，皆為訓

練上重大革新。另2015年11月24～26日習

近平出席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並發表重

要講話及中央軍委印發《關於深化國防和

軍隊改革的意見》，說明新一輪國防和軍

隊改革進入實施階段，明確領導管理制度

、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軍隊規模結構、部

隊編成、新型軍事人才培養、政策制度、

軍民融合發展、武裝員警部隊指揮管理機

構和力量結構、軍事法治體系等主要任務

。61另2016年2月1日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於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共解放軍戰區成

立大會」上，正式宣布建立5大戰區，新

編「軍委指揮機構」、籌設「陸軍總部」

及「戰區陸軍司令部」，在共軍編制體制

上產生變革，顯然有其重大戰略意義。因

此，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成立，進而設置聯

合訓練領導管理機構與運行機制，加強首

長機關指揮訓練和諸軍兵種聯合訓練，嚴

格按綱施訓，完善軍事訓練標準和法規體

系，加快大型綜合性訓練基地建設，構建

實戰化訓練環境，因應實戰需求的模擬實

景訓練，因應資訊技術模擬訓練，以符合

實戰標準的實兵對抗訓練，然其陸軍總部

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中央軍委印發「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2016年1月1日報導)，

http://www.mod.gov.cn/auth/2016-01/01/content_4635557.htm，2016年1月19日下載。

七
原蘭州軍區第21集團軍摩步61師183團
(現屬西部戰區)

原蘭州軍區青銅峽
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現屬西部戰區)

火力-2015．青銅峽G 無法
確認

附記

一、 以上藍軍旅資料參考維基百科、超級大本營軍事網、飛揚軍事網、中國
軍網、新華網、八一軍事網、中國網等資料參考彙整。

二、原廣州軍區藍軍旅網路說法有二：
　(一)第一種說法為第41集團軍裝甲15旅(配備69改坦克)。
　(二)第二種說法為第42集團軍裝甲16旅(配備96A坦克)。
三、原成都軍區藍軍旅網路說法有二：
　(一)第一種說法為第13集團軍特種作戰旅。
　(二)第二種說法為第14集團軍裝甲18旅
四、原蘭州軍區藍軍旅網路說法有二：
　(一) 第一種說法為第21集團軍摩步61師183團配屬部分砲兵、裝甲、陸航

組成模擬藍軍旅。
　(二)第二種說法為第47集團軍機步139旅。

資料來源：1. 文匯網，〈中國22日起在南海軍演10天〉 (2015年7月23日報導 )，ht tp : / /news .wenweipo .
com/2015/07/23/IN1507230079.htm，2016年1月12日下載。

2. 新浪新聞網，〈解放軍南海登陸演習野牛氣墊船首現身〉(2015年7月21日報導)，http://news.sina.
com.tw/article/20150721/14821548.html，2016年1月12日下載。

3.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2集團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
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42%E9%9B%86%E
5%9B%A2%E5%86%9B。

4. 維基百科-中國人民解放軍南海艦隊，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5%B7%E8%8
8%B0%E9%98%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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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戰區陸軍司令部在教育訓練、戰備演訓

、內部管理、後勤保障與軍隊建設方面，

如何使指揮鏈、管理鏈臻於機制健全、關

係順暢、權責明晰、協作密切、運轉高效

的要求，62值得持續關注。

四、南海軍演增加因應區域衝突

共軍2015年於南海及其附近海域聯

合軍演計有中馬「和平友誼-2015」、中

新「中新合作-2015」、中澳「南海聯合

軍演」、中法「南海聯合軍演」、「聯合

行動-2015C」、7月份「南海多兵種立體

登陸軍演」、11月「南海三大艦隊背靠背

軍演」、12月「南海三大艦隊實兵對抗軍

演」共8次為歷年之最，經觀察演習科目

均有防空、反潛、反艦、通信連絡、編隊

運動及海上搜救等，並運用中共空軍實施

海空聯合作戰，顯見共軍已逐漸完成信息

化指揮作戰平台建設與運用，使艦隊彼此

間及艦隊與空軍戰機間聯合作戰指揮能力

大幅提升。一方面因應南海局勢升溫，避

免與他國海軍海上意外相遇而造成擦槍走

火事件發生，進而與他國舉行「海上意外

相遇規則」演練；另一方面共軍於南海高

調軍演其目的在強硬回應美國在南海議題

與爭端，中共目前已在南海建立5座人工

島礁與至少3座機場，美國則派遣軍艦巡

航反制。美國以軍事、外交力量介入南海

議題，主要不希望中共以南海為跳板，取

得進入印度洋的通道。63

五、貫徹訓練指示強化考核制度

按年度軍事訓練指示要求加強現代

戰爭夜戰夜訓、特殊地理環境和極端天候

條件下訓練等，按照「全域作戰、全程練

兵」訓練思維，共軍海軍陸戰隊第164旅
於2015年1月17日從亞熱帶廣東經4,000公
里長途跋涉到達寒冷東北「原瀋陽軍區洮

南訓練基地(現屬北部戰區)」，在零下20
度冰天雪地實施「寒訓-2015」軍演，64檢

驗海軍陸戰隊寒冷地區作戰能力，驗證裝

備性能和實際效能，有效提升海軍陸戰隊

全域作戰能力，以貫徹極端天候條件下訓

練指示。經發現2015年「跨軍區基地化」

軍演中，規定部隊在遠端投送及戰場機動

等兩階段，夜間機動距離均不得少於100
公里；在實彈檢驗方面，增加夜間各類型

目標靶數量；在空軍及陸航方面，也要求

夜間出動批數與架次執行對部隊戰場機動

與疏散地域實施偵察與打擊；按年度軍事

訓練指示配合實戰化訓練藍軍部隊構建實

戰化訓練場地，建立保障實戰化訓練法規

和設施器材，因此於「跨越-2015‧朱日

和」演習中，增加實兵交戰系統終端數量

至9,600套，改進空軍實兵交戰系統功能

，首次出現陸軍實兵交戰系統互聯互通和

地面、空中戰場的演習畫面。65並嚴格執

行避嫌制度，參演部隊所屬集團軍不允許

干擾部隊指揮，實兵對抗階段在統裁部管

制中心觀戰，瞭解部隊演習情況，從各軍

62 施澤淵，〈中共高司「軍事組織改革」及其籌設「陸軍總部」之研析〉《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龍潭)

，547期，2016年6月，頁83。

63 筆鋒，〈美日部署包圍中國波詭雲譎」〉《亞洲週刊》(中國香港)，2015年7月，頁5。

64 人民網，〈海上蛟龍征戰林海雪原海軍陸戰隊全域作戰成常態〉(2015年1月18日報導)，http://military.

people.com.cn/BIG5/n/2015/0118/c1011-26403825.html，2016年1月19日下載。

65 新浪軍事網，〈朱日和陸軍對抗演習全部結束藍軍29場完勝紅軍〉(2015年9月25日報導)，http://mil.news.

sina.com.cn/2015-09-25/0950839873.html，2016年1月19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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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抽調的裁判官不參與自身軍區部隊管制

與裁評，避免產生演習舞弊情事發生，落

實改進訓練與演習風氣轉變。

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與因應之道

美國戰略智庫蘭德公司在2015年9月
14日公布最新中美戰力評估報告，針對10
個實戰領域進行兩國軍力對比，這份報告

明確指出，中共軍力本來明顯落後美國，

但從1996年以來，共軍不斷現代化，追趕

美國，尤其在中國大陸周邊海域與地區，

美國已經明顯失去優勢，在美國軍力明顯

下滑的同時，更讓中共方面相信，美國不

會插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軍事衝突，其中

當然包括臺海戰爭。66然中共在「戰區主

戰」方面，悉依地略形勢與戰略環境，重

新擘劃以三海(東海、臺海、南海)為主的

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意在強化快速應變

與機動作戰的能力，67對我現行防衛作戰

產生衝擊與影響。

一、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共軍年來按既定戰備整備規劃，以

「對臺應急作戰」為想定，針對國軍戰術

戰法進行對抗演練。其中包括提升砲兵精

準打擊戰力，強化海、空軍遠程目標導引

與打擊能力，精進地面封(控)奪近岸島嶼

演練等，持續蓄積對臺大規模作戰之能量

。68依《美國國防部對國會年度報告2015
年度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提到，中

共不斷增加現代化武器(超過1,200枚傳統

彈道飛彈、反艦飛彈及各式作戰艦艇與

C4ISR能力提升)，已經侵蝕或抵銷許多有

利因素，69已影響兩岸軍力的平衡狀態，

同時對我防衛作戰壓力倍增。

(一)藉聯合軍演阻我國軍事交流

共軍越來越強調非戰爭軍事行動

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部分，共軍過去10年
來，國際和平維持行動和人道救助及災難

救助的參加次數也與日俱增，為要維持穩

定的國內外環境，確保中國大陸持續發展

，而提升戰爭性軍事行動，共軍刻正改善

其訓練方法、作戰指揮機制及整體支援系

統。70然共軍可能藉軍事交流提升其戰力

，軍事部署可能影響美國和其盟邦，恐藉

軍事交流阻撓先進國家、發展中國家、周

邊國家及國際多邊組織與我國進行軍事交

流、軍事合作、人道救助及災難救濟等行

為。

(二)自建藍軍旅擬我軍戰術對抗

共軍為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準

，加強戰法訓法創新，完善軍事訓練標準

和法規體系，加快大型綜合性訓練基地建

66 筆鋒，〈中美戰力評估美軍護臺乏力〉《亞洲週刊》(中國香港)，2015年10月，頁6。

67 同註62，頁82。

68 中華民國104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第一篇戰略環境第二章安全挑戰第二節中共軍事能力與威脅〉

《中華民國104年國防報告書》(臺灣臺北：國防部，2015年10月)，頁54。

69 《美國國防部對國會年度報告2015年度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Apr,2015., P60.

70 中華民國國防大學，〈第一章解放軍在漸入實境的演訓中學習〉《做中學•學中做－中共解放軍的海內

外訓練》(桃園八德：國防大學，2013年12月)，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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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構建實戰化訓練環境，符合實戰標準

的實兵對抗訓練。71共軍正在強化武裝力

量的聯合訓練，並日益重視在複雜與陌生

地形、各種天候狀況下的訓練，72經發現

目前主要由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及南京陸

軍指揮學院編組人員對各戰區自組「模擬

藍軍」實施訓練，按既定戰備整備規劃，

以「對臺應急作戰」為想定，針對國軍戰

術戰法進行對抗演練，73藉以提升戰區內

自組對抗的能力。

(三)提升戰區指管亂我作戰步調

共軍近年來加強「應急反應系統

」，目的在尋求具備更具靈活與效率的作

戰能力，使共軍加速建構整體化聯合作

戰指揮系統；74另在《中國的軍事戰略》

白皮書第五部分－軍事鬥爭準備中提到，

建立「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

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是共軍在聯合

作戰指揮體制及軍隊體制編制上一大變

革。75中共新成立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

構，將在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之下

，統一指揮戰區內各軍兵種部隊，使戰區

專司打仗，只負責聯合演習、聯合作戰，

職能單純集中，來滿足打贏資訊化局部戰

爭與維護海洋、空天、電磁空間安全的要

求；加上一旦共軍藉由北斗系統完備聯合

作戰指揮機制的組建，它將提供長距離

偵搜目標的能力、實施長距離的精準打

擊、提供即時的戰場圖像、協調聯戰部

隊的戰場行動與達成海空與資訊作戰的

優勢，以拉長因應潛在衝突的時間與距離

，76將加快攻臺作戰節奏，影響我防衛作

戰步調。

(四)強化實戰訓練增我防衛難度

共軍仍以對臺軍事鬥爭為經常性

戰備，持續蓄積對臺大規模作戰之能量，
77共軍陸軍加速「機械化」換裝、「全旅

化」組織調整、「資訊化」改造與「實戰

化」演訓，並藉聯合登陸演訓，熟稔登陸

作戰戰術戰法，目前已具備「奪我外、離

島」之三棲登陸作戰能力。從2014～2016
年相關訓練問題，如共軍總參軍訓部向各

大軍區各軍兵種通報，列出包含軍隊組織

實施與保障訓練，四大軍種訓練、聯合訓

練六個方面的40個具體問題，涉及指揮員

、指揮機關和軍兵種部，直接披露共軍尚

7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中國的軍事戰略(全文)〉(2015年5月26日報導)，http://www.mod.gov.cn/

auth/2015-05/26/content_4586723.htm&usg=AFQjCNG4s8cUHu8WvznaIhb6HdRw-HugdQ&sig2=ii6x-

GQHutVFUuL_RulkoQ，2016年1月11日下載。

72 中華民國國防大學，〈第七章解放軍的國際交流：國際維和、人道救助及災難救濟個案分析〉《做中學

•學中做－中共解放軍的海內外訓練》(桃園八德：國防大學，2013年12月)，頁171。

73 同註65，頁54。

74 同註68，頁172。

75 葛惠敏，〈解析中共2015中國軍事戰略白皮書〉《國防雜誌雙月刊》(桃園八德：中華民國國防大學，

2015年11月)，頁89。

76 羅春秋，〈中共「北斗」導航衛星發展及其軍事戰略意涵〉《國防雜誌雙月刊》(桃園八德：中華民國國

防大學，2014年6月)，頁71。

77 同註65，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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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決的實戰化訓練問題，78顯見共軍持

續加強實戰化與聯合作戰為訓練重點。經

觀察發現2015～2106年共軍加強工程兵部

隊「舟橋」編裝組建與戰術運用，在2015
年共軍登陸作戰多場軍演中，皆強調在

突擊上陸階段「舟橋」實戰化運用，提

供共軍對臺登陸地段範圍擴大，登陸速度

也隨之加快，以達多點快速上陸之登陸作

戰要求。79

二、因應之道

觀察共軍近年戰(演)訓活動，對臺針

對性軍事演習從未稍減，並借鏡西方國家

採等比例實體複製我重要政經目標，執行

軍事部署訓練，凸顯共軍仍將對臺軍事鬥

爭列入經常性戰備，整體戰力已具備對臺

進行聯合軍事威懾、聯合封鎖作戰及聯合

火力打擊之能力。80

(一)參與國際救災推動軍事交流

我國政府與國軍應積極參與國際

救災等事務，我國防部應積極開拓多方

面管道或軍事交流對話機制，運用全民力

量、外交力量，擴大我國民間及軍方參

與國際事務或災難救援，藉此持續推動

與先進國家、發展中國家、周邊國家及國

際多邊組織或會議的軍事事務交流與合作

，爭取參與雙邊或多邊軍事交流會議，減

低共軍藉聯合軍事演訓阻止我國與友好國

家軍事交流或切斷各國對我軍售管道之機

會。

(二)創新作戰思維嚇阻犯我企圖

78 謝志淵，〈中共「軍區」改「戰區」之戰略意涵〉《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龍潭)，548期，2016年8月

，頁81。

79 趙淵，〈第三章兩棲突襲〉《突襲搶灘－兩棲作戰全知識》(中國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4年4月)，

頁53。

80 同註65，頁57。

目前國軍應持續加強對共軍戰略

、戰術、戰技及戰具研究，尤其針對對

臺應急作戰部隊為首要之對象，由國軍

建軍規劃或決策單位執行統一籌劃，整合

現有資源與系統，優先重點發展對共軍具

有關鍵性「反登陸武器」的創新作戰思

維，創造反登陸局部優勢，使共軍無法

從太空、空中、地面、水面上或水面下

對我實施進犯，嚇阻共軍對臺三棲進犯之

企圖。

(三)精進聯戰機制提升應急作戰

國軍應持續精進聯合作戰機制，

透過數據鏈路整合，擴增指管系統能量及

監偵能力，提升武器作戰效能，使人員、

武器、裝備、系統合而為一，以達指管通

情系統自動化、武器系統整體化、後勤補

保系統多元化，強化戰場監控能力，有效

遂行戰場管理，方能發揮最大作戰效能，

提升應急作戰能力。

(四)建立不對稱戰力癱瘓犯臺攻勢

依據共軍《中國的軍事戰略》國

防白皮書第五部分－軍事鬥爭準備提到，

增強基於資訊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統籌

推進各方向各領域軍事鬥爭準備、保持常

備不懈的戰備狀態、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

水準等要求，在在凸顯不放棄對臺進犯之

企圖。國軍在持續兵力結構調整之際，使

共軍與國軍兵力上產生「不對稱」的兵力

對比，我國軍允宜朝向「不對稱戰力」來

發展，優先以「預警」、「偵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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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同註2。

82 潘進章，〈共軍深化改革對政治工作發展之探討〉《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龍潭)，547期，2016年6月

，頁101。

空」、「火力」等來建構不對稱戰力；例

如在共軍易登陸之海岸地區，國軍守備部

隊及機動打擊部隊，每一個伍皆配賦自製

單兵手持式反裝甲武器(可重複裝填彈頭

型)，每一個班皆配賦自製單兵手持式防

空飛彈，使國軍具備大量野戰防空與反裝

甲反擊作戰能力，癱瘓共軍登陸部隊從海

上及空中犯臺攻勢，使共軍不敢輕易挑起

犯臺意圖。

(五)檢討國防政策調整建軍規劃

面對習近平要求各戰區要毫不動

搖聽黨指揮、要聚精會神鑽研打仗、要高

效指揮聯合作戰、要隨時準備領兵打仗的

要求，81可見共軍謀我之企圖，從不間斷

。國軍必須提醒國人，中共的武力威脅

始終是存在的，國軍的戰備整備必須持

續精實，82針對共軍的實戰化訓練與聯合

作戰的威脅，國防部應在國防政策上重新

徹底檢討，對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及
國防白皮書重新審視。依據國防政策、

軍事情勢、兵力整建、戰備整備、國防

資源等內容，研擬因應共軍聯合作戰化、

資訊化與實戰化的未來走向，調整國軍建

軍規劃與兵力發展，同步更新相關聯合作

戰與軍種準則，並積極提升防衛作戰能力

及凝聚軍民同心，共同確保中華民國國家

安全。

結　　語

中共2015年5月發布國防白皮書《中

國的軍事戰略》，這是1998年以來第9本
國防白皮書，也是第一本專門闡述中國軍

事戰略的白皮書。文中第五章「軍事鬥爭

準備」指出軍事鬥爭準備是軍隊的基本實

踐活動，是維護和平、遏制危機、打贏戰

爭的重要保證。陸軍部隊構建各戰略方向

銜接、多兵種聯合、作戰保障配套的戰備

力量體系佈局，保持迅即能動和有效應

付良好狀態；海軍部隊組織和實施常態

化戰備巡邏，在相關海域保持軍事存在

；空軍部隊堅持平戰一體、全域反應、

全疆到達的原則，保持靈敏高效的戰備狀

態；第二砲兵平時保持適度戒備狀態，按

照平戰結合、常備不懈、隨時能戰的原則

，構建要素集成、功能完備、靈敏高效的

作戰值班體系，發現2015年共軍仍以「實

戰化」為主軸實施訓練與演習。然2016年
1月1日中央軍委印發習近平批准《關於深

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指出，深化國

防和軍隊改革總體目標「軍委管總、戰區

主戰、軍種主建」原則，目標在2020年前

，在領導管理制度、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

革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努力構建能夠打贏

資訊化戰爭。可以理解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成立「戰區」及「聯合作戰機構」等，

來提升作戰指揮管制效能，主要確保一旦

戰事發生能打贏戰爭。顯見未來共軍朝向

軍制改革、聯合作戰與軍事安全合作為主

要方向，共軍各項軍演勢必仍朝向「聯合

作戰化、多元化、資訊化與實戰化」方向

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