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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政大外交系吳崇涵教授指出，台灣政策法於

參議院上一個會期就已被提出，但因為議案中敏

感項目過多，且牽涉範圍甚廣，相關人士認為一

次性通過的可能性不高。在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

相互牽制下，未來台灣政策法最後修訂通過版本

為何，仍需密切關注。畢竟美國行政部門若對國

會所提出相關議案照單全收，美台關係雖將進入

歷史新篇章，但美中之間「戰略模糊」態勢將遭

到破壞，台海三方「維持現狀」將面臨空前挑戰。

拜登政府未來在詭譎的東亞形勢上，必須思索如

何與北京就「共識性護欄」進行危機管控，以避

免區域衝突發生。 

    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林彥宏認為，現在正

是這次戰爭的關鍵轉捩點，俄羅斯與西方陣營雙

方相持不下，即使有朝一日能夠打開僵局，俄羅

斯恐將淪落為地區性的二等國家，烏克蘭可能全

盤西進成為繁榮的民主國家，而克里米亞地位與

歸屬也將獲得重新安排；不論這場戰爭最後如何

落幕，烏克蘭面對的民主、武嚇、主權、領土、

公投問題，正好就是台灣日常面對的問題與挑

戰，我們應該與西方國家密切合作並積極聲援烏

克蘭，在維護民主自由與主權尊嚴之外，可以從

中獲得珍貴的經驗教訓與地緣戰略安全。 

    新台灣國策智庫國防研究小組「裴洛西訪台

後續效應的分析」會議討論，面對這次軍演，美 

國的反應像是紙老虎，不像克林頓時代航母就停

放台海，拜登如果要表示支持台灣，威懾中國的

方法應該可以做得更多，中方行為不符合台灣關

係法，拜登政府依法就應有所行動，這次拜登政

府軍事方面做得不多，外交領域上效果不錯，如

東協聯合聲明、美澳聯合聲明等值得肯定；軍事

上應更強勢表明台海不是中國內海，台海中線需

要被尊重，這次中方軍艦進入鄰接區，我方沒有

適度回應是一個敗筆；我們要清楚堅決反對「一

個中國原則」，鼓勵各國公佈各國的一個中國「政

策」。 

    新台灣國策智庫兩岸研究小組，「中國『軍

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會議討論，對中共而

言，綱要可說是一部劃時代的文件，背景可能是

顧慮其他國家的態度，避免被國際孤立；綱要的

執行方式也是問題，其執行的能力意願仍然存

疑，所以這部綱要的提出相當匆忙草率，實際上

解放軍從 2008 年開始已經倡議非戰爭軍事行

動，當時的動機在於內部的運作協調，而不是外

部關係或作戰需要；這次公佈實施綱要，考量的

應是國際法或國際關係，台海和台灣並不是其重

點，其著眼點不限於台灣而是全球，甚至預備擴

展至南太平洋及其它區域，佈局做為三戰的一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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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策法對台美關係之意涵 

 

吳崇涵 

政大外交系教授 

 

  

美國參議員孟南德茲與葛瑞姆聯手提出

的台灣政策法，在九月十四日經過參議院

通過。法案所造成之影響主要還是聚焦在

外交與國防軍售，美台關係可謂進入新里程碑。 

    在強化美台國防夥伴關係方面，台灣政策法

部分條文提及為了有效嚇阻中國未來可能發動

之侵略戰爭，必須提升台灣不對稱戰力。法案中

「 台 灣 安 全 援 助 倡 議 」（ Taiwan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主要在 4 年內提供 45 億美

元加速台灣軍力現代化。並於第五年另外增加台

灣 20 億美元無償軍事援助。這裡所謂的無償軍

事援助，將著重彈藥補給與庫存。這對台灣提升

「不對稱作戰」能力與強化打擊實力實有正向助

益。 

    亦有學者專家指出，華盛頓對台所提供之

「無償軍事援助」，是否能維持台灣在未來的「國

防自主」與具備「彈性建軍備戰」，產生不同意

見。美國過去給予以色列這類型的國防援助，以

軍事融資最多，亦曾高達一千億美元。然以色列

面對這類型的軍事融資僅只有接受的部分，無法

具備自主彈性。此外，此次的「無償軍事援助」

對台灣確實是創舉，但這裡指的是裝備不是現

金，全數還是要花在美國國防工業廠商上，不是

給台灣自我投資研發。這對台灣未來的建軍備戰

是否都要聽命於美方，不無疑問。 

    這次台灣政策法所揭示的軍事交流，更加體

現美台友好，華府帶領台灣「抗中保台」。然吾

人須知，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這即是強權與次級

國家之間的「扈從」（bandwagon）關係。所謂「扈

從」即是「次級國家臣服與接受支配國之軍事與

指揮」。在扈從關係中，強調從屬與領導的關係，

而從屬關係就是連結兩國最主要的脈絡。然而，

採「扈從」其實代價並不小。學界普遍認為，當

全面「扈從」時，小國雖然不至於喪失主權，但

也必將受到支配國強烈干預國防外交等相關領

域。此外，波士頓學院政治系教授羅伯特．羅斯

（Robert Ross）亦相信，次級國家「對強權之權

力變化較為敏感。小國面對於強權只能順服。」

羅斯更進一步指出，某些東亞國家開始偏好所謂

的扈從政策，而不再堅持守護主權尊嚴的抗衡。

由此可見，若台灣政策法案通過，台灣面對美國

未來軍事指揮與建軍備戰上，將朝全面扈從政策

方向邁進。 

    這次台灣政策法另一項立法重點在外交層

面。主要爭議點仍是更改我駐美代表處官方名稱

為「台灣代表處」。這也是我外交部過去不斷施

力重點項目。其實此項法案早在 2021 年眾議院

版「確保美國全球領先即參與法案」（又稱老鷹

法案，EAGLE Act）中已提出。這次參議院版本

的台灣政策法重新加入此一頗具敏感性議題，最

後審查結果將「駐美代表處改為台灣代表處」議

案，文字上變成沒有強制力的「國會意見」。由

此可見美國行政部門與民主黨對這可能超越美

中「共識性護欄」與「戰略模糊」之紅線，仍表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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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反對立場。 

    台灣政策法於參議院上一個會期就已被提

出，但因為議案中敏感項目過多，且牽涉範圍甚

廣，相關人士認為一次性通過的可能性不高。在

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相互牽制下，未來台灣政策

法最後修訂通過版本為何，仍需密切關注。畢竟

美國行政部門若對國會所提出相關議案照單全

收，美台關係雖將進入歷史新篇章，但美中之間

「戰略模糊」態勢將遭到破壞，台海三方「維持

現狀」將面臨空前挑戰。拜登政府未來在詭譎的

東亞形勢上，必須思索如何與北京就「共識性護

欄」進行危機管控，以避免區域衝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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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烏俄戰爭翻轉地緣戰略 

 

林彥宏 

                                         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 

 

 京總統二月發動「特別軍事行動」，入 

 侵烏克蘭的戰事已經陷入泥沼，注定將   

 是一場全盤皆輸的豪賭，不但當初設定

的戰略目標完全泡湯，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基盤流

失，國際處境陷入眾叛親離困境，俄羅斯經濟民

生損失慘重空轉 15 年，普京總統自己顏面掃地

權力動搖，陷入騎虎難下進退維谷的難堪之中；

這場區域性的衝突震動全球經濟與安全，遠在太

平洋的台灣也受到波及，在國際上台灣的安全與

民主自由，經常成為對照組與烏克蘭相提並論，

佔領區公投則常被連結台灣主權問題，這場戰爭

對台灣的影響極其深遠而利害參半。 

    盤點特別軍事行動的進展，可以發現當初設

定的目標完全落空，普京總統二月 24 日發動戰

爭時宣佈的，「去納粹化」、「非軍事化」與「解

放戰爭」三大目標至今並沒有達成；首先，就是

斬首行動推翻澤倫斯基政府的所謂去納粹化，烏

克蘭政府不但如今依然安穩運作，澤倫斯基總統

還成為領導抗暴的民族英雄，甚至是捍衛全球民

主自由的明星；其次，是要求烏克蘭放棄親西方

路線的非軍事化，威脅烏克蘭不得加入北約與歐

盟，結果戰事爆發後烏克蘭反而申請加入歐盟，

北約提供烏克蘭經濟援助、武器裝備、組織訓練

及高科技偵監通訊，烏克蘭沒有加入北約卻成為

其代理人與尖兵，使俄羅斯的機械化部隊遭受致

命性損失；第三，是解放頓巴斯州，雖然普京總

統安排四個州的佔領區公投並併入俄羅斯，但是

這個併吞行動遭受國際社會的全面否定，烏克蘭

當然反對並且聲稱要收復 2014 年被佔領的克里

米亞，除非俄羅斯能夠逆轉戰事贏得勝利，否則

普京的如意算盤恐怕將得不償失。 

    這場戰爭先是正當性受到質疑，接著戰況不

利低迷不振，有數的國際盟友信心破產，不是獨

善其身就是反對這場戰爭，使俄羅斯在國際社會

面臨四面楚歌；首先，是聯合國的責難與質疑，

美歐不但政軍聯手圍堵俄羅斯，還聯合各國在聯

合國施壓削弱俄地位；其次，是中印兩大國的動

搖，中國起初表面維持中立暗中給予軍經支持，

在國際壓力與俄羅斯戰況不利後，則表示「疑問

和關切」暗示態度保留，印度向來與俄羅斯軍政

合作密切，最近則轉向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表示

對戰爭的否定；再次，中亞五國向來是俄羅斯的

勢力範圍，幾乎可說是俄羅斯的後花園，卻沒有

任何國家在聯合國表態支持俄羅斯，部分國家甚

且反對烏東佔領區的公投「獨立」；最後，原來

是俄羅斯與北約緩衝區的中立國瑞典、芬蘭，放

棄中立加入北約使得俄羅斯喪失波羅的海的安

全屏障。 

    近日俄羅斯向外採購武器並宣佈強制徵

兵，戰況吃緊表現在俄軍後勤及戰力青黃不接；

據統計目前有超過一萬一千種商品列入管制，全

面經濟制裁的資金凍結及能源出口限制，已經動

搖俄羅斯社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在軍事與經濟

實力欲振乏力的困境下，普京與俄羅斯前總理也

是現任國安會副主席，曾經明示或暗示不排除在

佔領區使用戰術核子武器，美歐則表示將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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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最大限度還擊，使得這場戰爭將升級成為第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可能是玉石俱焚的全球危機

與安全威脅；現在正是這次戰爭的關鍵轉捩點，

俄羅斯與西方陣營雙方相持不下，即使有朝一日

能夠打開僵局，俄羅斯恐將淪落為地區性的二等

國家，烏克蘭可能全盤西進成為繁榮的民主國

家，而克里米亞地位與歸屬也將獲得重新安排；

不論這場戰爭最後如何落幕，烏克蘭面對的民

主、武嚇、主權、領土、公投問題，正好就是台

灣日常面對的問題與挑戰，我們應該與西方國家

密切合作並積極聲援烏克蘭，在維護民主自由與

主權尊嚴之外，可以從中獲得珍貴的經驗教訓與

地緣戰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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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洛西訪台後續效應的分析 

 

編按：本文是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2 年 8 月 19 日召開國防研究小組圓桌論壇會議「裴洛西訪台後續

效應的分析」之紀錄摘要。 

 
  

洛西訪台造成中國的戰略佈局與節奏大

亂，中共內部的對外路線紊亂及運作局

部性癱瘓，習政權移轉內部政治社會壓

力對台施壓，台灣在應對的同時將會有陣痛期、

成長期；中國大力操作裴洛西訪台事件做為軍演

的藉口，使得針對台獨的台海危機變成針對美國

的中美關係危機，很大程度的放大了訪台事件的

影響和意義；8 月 2 日華盛頓郵報登出裴洛西議

長講話，談話內容說明了她訪台的三大理由，實

際上就是在「台灣關係法」下，美國必須介入台

海戰爭的理由；首先強調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對民

主台灣的承諾，是美國必須牢記的鄭重宣誓；其

次是台灣正受到中國全方位的威脅與孤立，北京

政權有可能隨時對台灣發動武力攻擊；還有就是

中國愈來愈獨裁專制，持續鎮壓和逮捕異議人士

及宗教自由領袖，在香港、新疆和西藏問題之

外，中共持續威脅台灣與民主，美國不能袖手旁

觀。 

    雖然我們政府的認知與應對並不明朗，2022

年的這次中國環台軍演確實是第四次台海危

機，這次軍演中國全面向的動員投入與張力很

強，比起 96 年台海危機可說有過之無不及；從

內部逮捕、制裁台獨企業組織、網路攻擊、貿易

禁運、數位及資訊安全等，可謂前所未有的大動

作對台施壓與攻擊，飛彈發射及海空軍壓境更引

起國際關注；第一次台海危機是 54 年一江山戰

役，第二次是 58 年 823 砲戰，第三次是 96 年飛

彈危機的兩個航母對抗；從以前的危機可以瞭解

中方的操作模式，也可以預期美國及國際的回

應；每一次危機都會強化美對台承諾信心，軍事

援助及武器裝備賣台都會升級，以制衡中國並維

持台灣的軍心士氣，這次的危機也不例外，此從

國際聲援及美國國會議員陸續來台可見一斑；未

來台灣問題勢必更加國際化，國際支援台灣並反

制中國的聲勢越來越大，台灣不再是國際孤鳥而

是民主國家聖地，未來國際空間利基的擴大就是

民主價值和台美關係的擴大。 

    第四次台海危機顯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

徵，一是從外交、司法、經濟、軍事到網路的多

領域同步運作；二是地點與對象的範圍全面擴

大，從中國內部抓人、海峽以及太平洋軍演以至

台灣政府與公營事業的網路攻擊等；三是軍演決

策過程複雜及倉促，是在與美國持續磋商的情境

下決定的行動；四是雙方國內政治情勢複雜，中

國在北戴河會議期間以及二十大前夕，美國有期

中選舉壓力與立法政治的拉扯；五是戰略方面中

國已經從取消海峽中線與台海管轄權，擴張到第

一島鏈內部海域的優勢之建構，裴洛西座機飛行

路線的繞道迴避，證明了中國已經達到預期目

的；六是雙方戰略互信的護欄受到動搖，雙方互

控對方是麻煩製造者與改變現狀；七是中國不僅

對台灣更對美進行全面的政治攻防。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8 月 2 日的談話，透露了

中國對美的政治攻勢策略，王毅先是批評美國

「政客」以及美國，是中美關係與台海地區和平

穩定的破壞者；警告美國不要幻想阻擾中國的統

一大業，更不要幻想破壞中國的發展復興，中國

共產黨領導正確發展道路；美國不要幻想操弄地

緣政治，是美方發起挑釁造成局勢升級；中美關

係的護欄是三個聯合公報等。這次環台軍演給予

裴 



 
 
 

7 
 

我們許多重要的啟示，一是攻台模式的展演，內

外、封鎖、癱瘓、恐嚇等手法的結合運用；二是

強制統一特別是武統的曝光，中國對台動武已經

毋庸置疑，存疑的只有什麼時候的問題；三是中

國官方直接點名批判蔡總統及部份首長，表示以

後雙方溝通空間的緊縮及關閉；四是解放軍跨軍

種跨軍區跨界域的整合指揮作戰已見雛型，中國

的科技武器裝備及戰力不可輕忽。 

    宏觀來看這次軍演的軍事強度極強，可是美

國的軍事反應與對抗極弱，可能顯示美中軍事的

接近平衡造成的決策結果，或是 8 月 3 日剛好是

RIMPAC 結束前，美軍評估還保留軍事威懾的存

在；我們在決定公佈飛彈資訊時，決策觀照的是

不是有考慮國際情勢，還是只侷限在兩岸格局的

框框，結果是大不相同的；共軍侵擾鄰接區 24

海里我國無回應， 可是那裏正就是灘岸殲敵的

地點，封鎖台灣只是一個小階段；這次危機跟 96

年台海危機最大不同 ，在於中國動武的目的本

來是為了統一，卻因為導火線是「裴洛西來台

灣」，變成大動作跟美國軍事較量，無形中幫台

灣卸除了大部分的責任，還反效果幫助擴大鞏固

台美共識與台灣共識；這次震撼教育式的軍演變

成台灣人的一次機會教育，演習為台灣人民心防

提供了教育素材，清查制裁台企、拘捕台人、台

獨名單、網路攻擊、禁止農漁食品項目、中斷砂

石等，這次中共每一種打擊與攻擊方法，都在預

示未來可能的發展，在未來都可能更大規模發

動，這次演習為台灣人民心防提供了絕佳的教育

素材與預習機會。 

    認知戰、心理戰的可能影響比軍事更值得注

意；國內九大工商團體負責人在 8 月 3 日，發出

產業界聯合共同聲明，呼籲兩岸當局應以民生經

濟為重，唯有和平穩定的發展，以及安居樂業的

生活；這個表態的動作不可小看，可能將製造選

舉破口甚至國安漏洞；演習告一段落後中共會繼

續動員，兩岸台商台企進行經濟恐嚇戰，試圖製

造台灣的內部壓力並影響選舉；隨著中國武力攻

台的時間越來越緊迫，台灣、美國與中國內部都

會有壓力，這次演習結束後美、中雙方將重新談

判、重建護欄；中國同步宣佈黃海軍演，與美、

日軍事對抗的風險升高，同時也利用黃海與東海

換取美、日在台海的讓步，所以黃海、東海已經

與台海聯結互動，唯未來走向與發展尚需觀察。 

    國防部某位首長公開說台海中線沒有國際

法意涵，這說法的荒謬和完全錯誤，等於承認中

國可以為所欲為，因為台海中線有航行協議規

定，中方也有退讓就是因為有中線存在，已經 60

多年的慣行有效，不一定要正式文件；面對這次

軍演，美國的反應像是紙老虎，不像克林頓時代

航母就停放台海，拜登如果要表示支持台灣，威

懾中國的方法應該可以做得更多，中方行為不符

合台灣關係法，拜登政府依法就應有所行動，這

次拜登政府軍事方面做得不多，外交領域上效果

不錯，如東協聯合聲明、美澳聯合聲明等值得肯

定；軍事上應更強勢表明台海不是中國內海，台

海中線需要被尊重，這次中方軍艦進入鄰接區，

我方沒有適度回應是一個敗筆；我們要清楚堅決

反對「一個中國原則」，鼓勵各國公佈各國的一

個中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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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 

編輯部 

編按：本文是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開兩岸研究小組圓桌論壇會議「中國『軍隊 

      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之紀錄摘要。 

 
    

據新華社北京 6 月 13 日電，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日前簽署命令，發佈「軍隊非

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這個綱要

的發佈顯得有些不太尋常，一是時間緊湊突兀，

2022 年 6 月 13 日公佈，立即在 6 月 15 日實施；

二是全文內容並未公佈，法條似乎並不完備；三

是明顯學習美國、依循美國的戰術型態，與解放

軍的俄式戰略組織裝備出入很大；四是綱要並非

法律，其與法律的關係及定位不明；對中共而

言，綱要可說是一部劃時代的文件，背景可能是

顧慮其他國家的態度，避免被國際孤立；綱要的

執行方式也是問題，其執行的能力意願仍然存

疑，所以這部綱要的提出相當匆忙草率，實際上

解放軍從 2008 年開始已經倡議非戰爭軍事行

動，當時的動機在於內部的運作協調，而不是外

部關係或作戰需要；這次公佈實施綱要，考量的

應是國際法或國際關係，台海和台灣並不是其重

點，其著眼點不限於台灣而是全球，甚至預備擴

展至南太平洋及其它區域，佈局做為三戰的一部

份。 

    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概念來自美軍，1994 年美

軍參謀聯席會議將原本的「非戰爭行動」一詞，

加上「軍事」（Military）兩字，即「非戰爭軍事

行動」（ 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MOOTW），並在 1995 年 6 月正式頒佈了「聯合

非戰爭軍事行動條令」，不過，2006 年 9 月美軍

新頒佈「聯合作戰條令」，將非戰爭軍事行動聯

合條令併入聯合作戰條令，並且不再使用「非戰

爭軍事行動」及其縮寫 MOOTW；MOOTW 的範

圍涵蓋軍備控制、反恐行動、國防支援禁毒行

動、制裁和海事攔截行動、禁區隔離行動、確保

航行和飛行自由、人道主義援助、民事支援、國

家援助和反叛亂支援、非作戰人員撤離行動、和

平行動、海運保護、恢復行動、展示武力行動、

打擊和掃蕩等 15 大項，可說遠遠超出傳統戰爭

的概念與想像；美軍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特點自然

與解放軍大異其趣，非戰爭軍事行動並不排除動

用武力甚至作戰，主要在應對非對稱威脅的時候

採取非戰爭的作戰方式，有利有效達成目的；非

戰爭軍事行動與戰爭行動之間無明確區分，非戰

爭軍事行動可以貫穿於戰爭行動之中；非戰爭軍

事行動必須考慮行動的合法性，在 MOOTW 概念

提出時因為行動多在海外進行，勢必涉及國際法

和外國法律，911 之後美國在國內使用軍隊，維

護國土安全又涉及美國國內的法律問題，所以非

戰爭軍事行動的合法性，是首先必須考量的限制

與問題。 

    解放軍報在 2008 年發表中國應加快非戰爭

軍事行動的立法，文章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立

法法」的規定，軍事法律規章是武裝部隊內部的

行為規範，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規章

在適用上並不相同，未來非戰爭軍事行動將日趨

複雜，包括對武裝部隊內部關係協調，也有武裝

部隊對外關係的協調，必須根據需要調整法律的

適用範圍和立法權限進行立法；目前綱要的具體

規定還不清楚，內容應和美軍的 15 項規定相似；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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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軍隊法制、命令、守則，架構可能是廣泛的

國內維穩、海域維權、維護主權、海峽急難、災

害救助、運送物資、海外執法、恐怖份子、武警

鎮壓等事務，有法規可循並提供一個軍隊動員的

工具；或者可能是更針對性的需要，一是劃分解

放軍與武警任務，區分明確的任務範圍；二是平

時戰時的連貫與轉換；三是中國與台灣的關係，

以及中國國內災防的應變；四是海外維和任務，

鞏固海外基地；五是社會維穩，應是重點，亦是

艱鉅複雜的挑戰；六是可使解放軍師出有名，介

入疆獨、台獨、藏獨等問題。綱要的主要目的還

是在於部門的協調需要被授權，例如搶險救災等

非戰爭軍事行動，需要從國家法律體系的角度去

立法，因為多數情況下還有地方機構和人員，涉

及不同部門的利益，需要軍地之間統籌協調；再

來是行為合法化與合乎國際法，涉外的非戰爭軍

事行動代表國家行為，關係國家的主權，必須由

立法機關參照國際慣例，從有利的角度出發制定

相關的法律，同時對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的承認

和適用，也要由立法機關做權威的解釋；再次是

行動的基礎與依據，對軍隊內部行為進行規範，

對於突發事件時軍隊的動員、裝備、人員的管理

和責任等加以規範，以提高應急任務的效率與程

序。 

    我國的問題是接戰規則、任務指定煩雜不

清，例如防汛期半年時間部隊救災為主，演訓與

下基地訓練都停止，輔助任務太多、訓練不夠影

響國軍作戰能力是大問題；二戰之後國際武裝衝

突都沒有宣戰，也多沒有國會審查授權等過程，

這個情況台灣應如何看待回應？台灣會有自己

的非戰爭行動嗎？有效的接戰準則、交戰規則等

規範在哪裡？我們的武裝行動與戰爭行為，是不

是考量國際上武裝衝突法、中立法、國際刑事

法、國際人道法；相對於解放軍，我們台灣軍隊

的接戰很保守、很保留，我們通常都以自我防衛

做解釋，甚至學先進國家先制性自我防衛，正式

宣佈不開第一槍，企圖利用國際同情、國際支

持，但實際情況可能不是我們可以預期的；像是

「寸土不讓」、「國土自衛」、「防衛固守」等概念

需要清楚界定操作性定義，部隊的接戰守則也需

要釐清，警察武器槍械的使用規範也是問題；領

土、領海、領空要如何防衛，要明確制定法規及

接戰守則，像是無人機進入我國領空的案例，處

置及反應就過於被動消極，似乎落入敵人資訊戰

及認知戰的圈套，對台灣民心士氣及國際形象的

負面影響很大。



 

第 114 期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