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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基礎的軍事事務革新（RMA）中資訊科技的角色與功能： 

以美國陸軍為例 

劉倢伃 

暨南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摘要 

資訊科技的日新月異，賦予你我生活上的便利；如是，資訊科技亦使軍事作

為大幅改變。傳統上投注大量人力與只重視提升兵器效用的作戰型態，由於資訊

科技的改良與精進，使作戰型態隨之變異。美軍刻正進行著墨於人員、準則、組

織、裝備與科技上之「軍事事務革新（RMA）」，希冀不斷精進其作戰能力與提

升軍力。美方認為資訊科技為軍事事務革新之基礎，相當重視資訊交換與資訊有

效傳遞，使其達成聯合作戰、系統中的系統之核心目標。本研究首先介紹軍事事

務革新為何，再闡明美國軍事事務革命中資訊科技之重要性與運用方式，並且介

紹美國陸軍轉型在資訊科技之應用為何。最後，將以美國軍事事務革新為模範，

提出對我國國軍進行軍事事務革新時須注意之原則與改進之方針。 

 

關鍵詞：軍事事務革新、資訊科技、系統中的系統、C4ISR 
 

1. 前言 

資訊科技帶給人們許多便利，電

腦與通訊設備的改良，加速訊息的取

得，也大為改變了人們的日常生活。

資訊透過網路的傳遞，得以無遠弗

屆。資訊科技在現代社會中，確實擁

有劃時代的力量，是現代社會的象徵。 

而資訊科技運用在軍事事務上，

亦相當關鍵。與傳統的戰爭型態相

較，現代化的戰爭注重的是快速、精

準、隱密、、、等效能，這也顯示資

訊科技在現代化戰爭中無可取代的地

位。資訊科技在作戰層次上，可以提

升高級指揮層次的協調能力，提高作

戰情資的互通性，發揮軍種間的相互

合作機制，而這種軍種間的合作機制

也就是美國近幾年所推行的「聯合作

戰」計畫。 

軍事事務革新是各國軍隊的常提

出的口號，意義是軍隊應不斷創新與

改革，符合新的作戰型態，提升作戰

能力。根據 Theo Farell 與 Terry Terriff
的說法，軍事事務革新的根源有文化

規範、政治與戰略及新科技，並且這

些因素是在相互作用下影響軍事事務

革新的，並非科技獨佔 [1] 。但經由

波斯灣戰爭、科索沃、阿富汗、伊拉

克等戰役，可得知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 , IW)之能力是現今作戰勝負

的關鍵。所謂資訊戰，即以資訊能力

為主要作戰手段，摧毀敵人的意識與

信念，迫使敵人放棄對抗的意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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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戰事。與傳統戰爭相較，資訊戰可

以有效降低人員傷亡，癱瘓敵方電子

戰能力，在先期作戰時，資訊戰被最

密集地使用。現代化的戰爭中，資訊

戰的能力通常是作戰的關鍵因素，故

大多數國家無不致力於資訊科技的提

升，以確保軍隊作戰時的優勢。 

擁有高資訊戰能力的國家，必定

擁有極高的資訊科技能力。現在世界

上具有執行資訊戰的國家以美國居

首，可見資訊科技在美國軍事事務革

新中所佔得地位是不容忽視，亦可說

沒有資訊科技的存在，也就沒有今日

強大的美國軍事力量，美國軍事事務

革新便無法看出具體成效。 

本研究先說明軍事事務革新的意

涵為何，軍事事務革新與軍事事務革

新有何不同，以及美國軍事事務革新

的介紹；再對資訊科技的影響作深入

說明，以資訊科技為美國軍事事務革

新的基礎，對現代化作戰中的核心─

─C4ISR（指、管、通、資、情、監、

偵系統）系統於美國陸軍之應用方式

做說明，以呈顯現資訊科技在美國軍

事事務革新上的關鍵角色。美國雖得

利於資訊科技，使其軍事事務革新之

作為堪稱世界各國軍事事務革新的

「典範」，但軍事事務革新的概念絕非

科技之單面向改革，尚須與準則、人

力與組織…等面向相互結合，方能實

際達成軍事事務革新所謂「系統中的

系統」之聯合的作戰概念。最後，本

研究希冀透過美國軍事事務革新之經

驗，為我國軍事事務革新提出建議，

如此，我國在從事軍事事務革新的同

時，方能有所警惕與借鏡，加以融合

我國之獨特情況，更能收事半功倍之

效。 

 
2. 軍事事務革新概說 

2.1 軍事事務革新的出現 

人類有歷史以來，伴隨著得以應

用於軍事裝備的科技突破，軍事事務

革新（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即發生。如步兵自 14 世紀時所

開始使用 6 呎長之紫衫木製成長弓，

以及拿破崙革命時代武器的標準化與

大規模生產等皆可稱為軍事事務革

新。而這些革命通常代表的是戰爭中

獲取勝利的絕對優勢力量，此力量通

常受到進步科技的深遠影響，但是我

們絕不能將科技當作促成軍事事務革

新的唯一因素。 

在歷史的脈絡中，有以下三種不

同因素引起軍事事務革新：第一，單

一掌控性科技發展，如石工、火藥、

與核子武器。第二，國家對資源的重

新編組，以確保形式變遷的國家安

全，如拿破崙時代。第三，各種軍事

科技結合方式的改變，如二次大戰之

閃擊戰準則或航艦空中武力。這些革

命的基本特徵，是「凡能首先應用於

此等革命者，將可在戰場上獲得重大

優勢，因敵之戰術與科技即代表過

時。」[2] 
蘇聯於 70 年代中期提出「軍事技

術 革 命 （ Military Technology 
Revolution, MTR）」一詞，著重在技術

層次的進步。根據美國情報顯示，此

時的蘇聯是透過太空感測系統與有效

的目標獲得系統結合在一起，以供洲

際飛彈的使用。但後來發覺此時蘇聯

用來宣示的意味大於實質上描述其軍

事力量，亦可說是蘇聯對美國的軍事

發展於心理戰層面的行為。80 年代，

蘇聯內部即有專業人士表示軍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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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不能只侷限於科技層面的發展，

並且認為蘇聯的政治力量對軍事事務

的介入太深，將會造成蘇聯軍事事務

改革的反作用力，但在共產集權體制

下，此專業建議並未獲採納 [3] 。 

而軍事事務革新常與軍事技術革

命一同發生，兩者卻有不同的範圍，

前者的範圍較廣，包含組織、制度、

社會、政治與技術等層面的改革對軍

事的提升作用；後者範圍較窄，指軍

事技術層面的改良。從 17 世紀以來的

軍事事務革新，倘若沒有次要的軍事

事務革新的配合，則軍事事務革新通

常不具太大意義，就如科技的發明是

為了改善人類的生活，倘若科技物沒

有社會性與實用性，則科技物只是一

個技術物罷了。而軍事事務革新即易

受到人為的操弄，軍事組織為構思如

何擊潰敵軍而推行軍事事務革新，並

需充分掌握社會、政治及軍事上的根

本變化。 

軍事事務革新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特質：第一，軍事事務革新常需耗費

長時間方可達到，即便是強大的軍隊

亦如此。第二，戰時的軍事事務革新，

將面臨革命特質無法融入戰場的困

難，戰場的血淚教訓與革命觀念難順

利及時推行。第三，因缺乏實戰經驗

或訓練不足的軍事領導高層，無疑是

承平時期軍事事務革新的挑戰，如外

科醫師需進行人體手術才有實際效果 

[4] 。 

1991 年 3 月 3 日第一次波灣戰

爭，美國為首的聯軍迫使伊拉克軍隊

於薩夫萬山谷（Safwan）投降後，軍

事事務革新的議題被廣泛討論。其間

「整合化」的作戰能力是決勝關鍵，

軍事事務革新不只是軍事技術上的改

革這個概念已經普遍被接受，現今各

國軍隊也不再只求軍事技術上的單向

改革。美國與聯軍快速擊潰伊軍的另

外因素，普遍認為是伊軍各層級軍不

堪一擊所致。美軍與伊軍相較下，方

可得知軍事事務革新比軍事事務革新

更著重「連結」關係。根據美國國防

部 淨 評 估 辦 公 室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主任馬歇爾(Andrew W. 
Marshall)定義軍事事務革新為：「一個

主要戰爭本質的改變，是由於新科技

的創造性運用，而此科技結合了軍事

準則，及作戰和組織概念的巨大變

化；基本上，改變了軍事行動的本質

和指導原則」[5] 。可見軍事事務革

新的關鍵是科技，但還結合了政治、

社會科技等各項因素 [6] 。我們可以

將完整的軍事事務革新定義為科技、

軍事組織、作戰思想、武器裝備與人

員素質的變革，並非僅技術性的變化。 

美國是公認實施軍事事務革新最

完整的國家，雖然美國的軍事事務革

新仍在進行，但卻足以提供其他國家

作為軍事事務革新的典範，以下是對

美國軍事事務革新的討論。 

2.2 美國軍事事務革新的內涵與要素 

美國在 70 年代開始發展的資訊科

技，是美國軍事事務革新的基礎，美

國精準導引彈藥（ 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 PGM）、巡弋飛彈和匿蹤科

技等科技的問世，間接的開始引導美

國軍事轉型。直至 90 年代冷戰結束，

兩極體系瓦解，美國的對手蘇聯崩裂

後，美國在區域發生衝突時派兵彌平

戰爭，此舉亦讓美國的財政支出相當

龐大，加上師老兵疲，故有軍事事務

革新提出。希冀打破傳統的軍種沙文

主義，精簡行政組織，執行任務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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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精密之通訊科技，創造新的聯合

作戰。1993 年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主

任馬歇爾（Andrew Marshall），最早提

出美國軍事事務革新，他將軍事事務

革新定義為「戰爭本質的重要轉變，

由新科技的創新應用所導致，並伴隨

著軍事準則、作戰及組織概念的重大

改變，頻繁地改變了軍事行動的表

現。」他認為新的技術縱然加速了軍

事力量的改變，但絕不足以產生真正

的革命，而是配合著新的組織、戰略、

戰術等，這就是所謂「整合」的軍事

作戰觀念。之後便沒有國家使用軍事

技術革命，而以軍事事務革新取代之。 

關於軍事事務革新的理論，可劃

分四各學派。前三個學派對軍事事務

革新的觀點大致相同，唯其熱衷程度

漸進加強，第四個學派之觀點則與前

三者不同。大致說明如下[7]： 

（一）系統中的系統（ system of 
systems）：認為未來戰爭將受資訊處理

與網絡運作掌控，並將美國部隊有系

統地結合在一起。個人電腦、通訊與

網路的結合，可收集不同來源的資

料，並且即時處理、快速地交換資訊。

在未來 C4 科技發展中，美國軍方可獲

重大利益。 

（ 二 ） 優 勢 戰 場 知 識 （ dominant 
battlespace knowledge）：此學派支持系

統中系統學派的觀點，但認為用作資

料蒐集的感測器與電腦對軍事科技同

等重要，並預言 ISR 與 C4將產生一次

完整的革命。 

（三）全球性戰力（global reach, global 
power）：大致上同意上述兩學派之看

法，支持新科技的進步與創新。惟提

出美國無須在戰場設置大型固定基

地，認為美軍部隊應駐軍在美國本

土，這些部隊在戰時能快速地部署（移

防）至海外。最先使用此一概念的是

美國的空軍，如在 1991 年波灣戰爭

中，美國空軍發揮掌控性的角色，不

僅贏得勝利，更可以減少美軍傷亡，

使美軍對任何地點發生的危機採取立

即性的反應。 

（四）脆弱性（vulnerabrlity）學派：

此學派對軍事事務革新採悲觀的看

法，認為美國在發展高科技武力的同

時，許多國家起而效尤，但無法跟上

此舉之對手，將會以「不對稱」的方

式進行作戰，屆時美國卻只有少數的

作戰方式可供選擇。尤其對美國本土

的安全上更憂心忡忡，認為敵軍可以

採取恐怖攻擊行動對美國抵抗。 

以上個個學派對軍事事務革新之

論點各有獨到的見解，無論是樂觀或

悲觀的看法，對美國的高科技軍事發

展都表支持，且都表達了美國應該要

戒慎恐懼、居安思危的意思。他們認

為美國的軍事事務革新應該要有預測

或挑戰未來戰爭型態的能力，並對之

發展出新的因應作為，不可劃地自限。 

美國現在正在進行的軍事事務革新可

以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目前

所呈現出來的革命作為，第二階段則

是現今科技尚未達成的；而真正的軍

事事務革新是結合這兩階段而來，故

美國的軍事事務革新仍是現在進形

式。第一階段，是資訊科技所促成的

革命。美軍結合感應器、決策過程與

武器成為系統中的系統。可以將資訊

科技視為替美國開啟決策優勢之門之

因。第二階段則包含兩個面向：第一

面向是在奈米科技、複合材料、燃料

和推進系統、雷射與其他非爆炸性武

器系統的進步，加上其他電子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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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為發展更輕型而更具防衛

能力和殺傷力的武器系統與載台，並

提供目標兵力所需的其他能力；第二

面向，則為反制第一面向的系統武器

之能力 [8] 。根據 Michael J . 
Mcmahon 的觀點，美國兩階段的軍事

事務革新可以下圖表示：

  
圖一、兩階段的軍事事務革新 

＊資料來源：Williamson Murray 編，余忠勇、黃俊彥 譯（2002），《美國陸軍轉

型：美國陸軍的觀點》，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輯室，頁 202。 

 

圖一中可以明顯看出美國現階段

（第一階段）的軍事事務革新是以資

訊科技為基礎，在精準武器、長程飛

彈、資訊分享、匿蹤強化與感應器上

做發展，有關資訊科技之說明將於以

下呈述。而第二階段之軍事事務革

新，則是對第一階段之反饋加上技術

革命所致。這兩個階段是相關連的，

因為第二階段的成功與否，端賴第一

階段所奠下之基礎。現階段美軍軍事

事務革新結合資訊科技，希冀達到聯

合作戰（joint force operation）的目標。

聯合作戰是最新一波的軍事事務革

新，為美國於 80 年代中期所開創，包

括大量且系統性的使用現代資訊科技

及電腦，這些也伴隨著軟體創新的過

程－包括發展、試驗及修整聯合作戰

的戰術及教條。在作戰時，若能為指

揮官爭取更多時間增加思考與決策能

力，則可以提高勝利的機會，而增加

時間的工具就是進步的資訊科技。這

就是美國極力推動資訊科技研發，將

資訊作戰看作是新一代戰爭的因素。 

3.資訊科技對美國陸軍之應用 

美國軍事事務革新之核心，為資

訊科技之研發與改進，使戰場之資訊

蒐集、處理與傳送能力近乎實戰狀

況。加以高科技之戰場模擬技術，讓

美國軍方在教育訓練、系統研發、與

戰術發展之能力迅速，也是美國軍事

能力所以處全球之冠之因。鑑此，資

訊科技對美國軍事事務革新扮演著關

鍵角色。以下即說明美國陸軍如何應

用資訊科技的技術，以達到軍事轉型

以資訊為基礎之： 

精準武器  長程飛彈 

 

 

 

資訊分享  匿蹤強化 

改良的感應器 

第一階段

的 RMA

第二階段 

的 RMA 

對第一階段 

RMA 的反應   

技術 

（軍事事務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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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 

3.1 資訊科技在作戰層次上的意涵 

現今的軍事事務革新，幾乎完全

受資訊科技的影響。電腦硬體與運算

能力的加強，首先影響的是資料的存

取與處理；在軍事應用方面，就是情

報蒐集與儲存上的便利與永久性，再

透過電腦系統與武器系統的接軌，對

敵目標之行動作為得以亦容易施行。

資訊科技之更新迅速下，作戰型態與

面貌將隨之更變，戰場也由傳統之三

維轉向多維度作戰空間。 

資訊作戰的範圍涵蓋廣闊，因此

其運用及適當性常受爭議。美國國防

部 提 出 「 資 訊 戰 （ information 
operations）」之新詞彙，讓衝突內的資

訊戰角色容易被理解，雖然資訊戰的

部分內容並非戰略性的資訊作戰，但

其具有基礎的適應性角色，讓資訊戰

可以看作是資訊作戰。也就是說，資

訊戰雖然不若直接攻擊性武器一般具

有直接殺傷力，但卻掌握現代化作戰

的脈絡，因此其間接又根本的角色，

代表資訊戰應該被視為如真實作戰一

般的「資訊作戰」。 

1990 年 代 中 期 ， 資 訊 作 戰

（ information warfare）概念開始興

起，且與資訊革命有直接關連性，資

訊作戰也具有無窮的發展潛力，將使

現代戰爭產生新的風貌，或出現新型

態的戰爭。其範圍包含傳統的指揮與

管制作戰，以及其他傳統型態的電子

作戰，受到資訊革命的影響，資訊作

戰也有所演進 [9] 。 

資訊作戰的準則在於資料與同步

（synchronization），其主要目標是佔領

時間高地，與敵人屈服我方意志，而

及時之情資扮演重要的角色。現代資

訊極為普遍，可以透過深入敵人後方

運用資訊作戰攻擊資訊系統。目前，

資訊作戰的定義為何，尚無明確定

義，如保加利亞軍方則認為只要「資

訊」方面執行成功，則不會有作戰；

而麻省理工學院則將資訊比擬為氧

氣，是每個人都需要的，而且是再生

的資源。許多事件會同時發生，但卻

因各自的節奏與週期不同，而不易協

調，為使參與人員能夠相互合作又各

自遂行任務，發揮同步精神遂極為重

要。若資訊作戰能夠發揮至極致，則

可以避免大規模地使用武力，在資源

的運用上將可以發揮更大效用，而減

少不必要的傷亡或資源浪費[10]。 

美國軍方認為資訊戰是戰略基礎

設施，其演變為介於戰略作戰與資訊

革命兩領域交集的「戰略性資訊作

戰」。未來面臨國際性危機或衝突時，

此戰資訊戰也將呈現以下兩種威脅：

第一，為對美國國家經濟安全的威

脅，若成功攻擊一個或以上的基礎建

設將可產生戰略性的重要結果；第

二，為挑戰美國軍事戰略之威脅，尤

其只美國在海外所建設的基礎設施，

一旦遭受到威脅時，此區域的聯盟或

伙伴可能拒絕或退出聯盟。美軍將戰

略性資訊作戰分為第一代與第二代兩

階段，第一代的戰略性資訊作戰認為

戰略性資訊作戰是未來戰略作戰的一

個要素；而第二代的戰略性資訊作戰

則認為戰略性資訊作戰透過資訊科技

的發達，結合其他領域的作戰因素，

而單獨為基本的新型態戰略作戰，也

可以說，此時的作戰要素都需要融合

資訊技術而結合成系統化的戰略作

戰。第一代的戰略性作戰型態是經驗

的集合而成，第二代戰略性作戰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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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因作戰場景較難想定，故相關作戰

戰略及政策問題也較難具體化，可以

肯定的，是美國在第一代戰略性作戰

型態上以漸收成效 [11] 。 

3.2 美國陸軍轉型之背景與要素 

美軍轉型之作為開始於柯林頓政

府時代，小布希政府時代則繼續推

動。認為在當今資訊時代裡，美軍應

利用整合式系統集中長程火力，使得

火力同時而非陸續指向敵軍，所重視

的是速度與資訊，而非集結與動員。

2001 年《四年期國防總檢》（QDR）報

告中，明確指出美軍轉型的新目標─

─確保美國本土以及資訊網路安全；

對危險地區進行兵力投射和維持兵

力，並阻絕敵之逃脫；以及巧妙運用

資訊與太空科技。在此背景下，各軍

種也發展出新的作戰概念，陸軍則將

重 點 置 於 快 速 決 戰 （ rapid and 

decisive operations），希望在敵人

還來不及迅速反應之前，迅速趕抵衝

突現場，並立即突擊[12]。 

在美國轉型的背景下，美國陸軍

必須能夠快速展開部署，以及精進精

準投射武器之性能，讓冷戰結束後之

陸軍，不僅能遂行作戰任務，並且能

執行非戰爭性行動（OTTW），提升陸軍

小規模應變行動之能力。在陸軍之戰

略反應能力方面，希望達成的目標不

再指示迅速向某戰區投射武力的能

力，還包含抵達該戰區後之部隊運動

的能力，而這些能力的提升對於受到

環境限制較大的地面部隊而言，無疑

是一項重大的考驗。 

第四步兵師（機械化師）在 1990

年代，被選定為重裝戰車部隊透過資

訊革命來提昇作戰能力的實驗性平

台，而該師也在 2001 年第一個完成數

位化換裝的部隊。同年代所規劃的 21

世紀兵力（Force XXI）規劃，則是利

用通信科技來建立更加分散式之網狀

化部隊，讓該部隊不只擁有更精準的

火力，也提升戰場情報之暢通與掌

握。經由冷戰結束後之兵力實驗以及

數位化計劃的案例，可以得知，美軍

的轉型核心顯然在於資訊科技，轉型

之成敗與否，端賴資訊科技開發是否

成功。 

由於環境的限制，使得地面部隊

較難使用複雜之裝備，所以在換裝的

過程中，陸軍比起其他軍種之困難度

較高。但是，陸軍卻可以掌握以下三

個要素，讓未來大幅減重的輕裝陸軍

部隊具備更佳的戰鬥與防護能力： 

（一）大幅改善戰況體認：從初期部

署到戰區接收以及維持已部署

部隊，可以隨時獲得陸軍作戰

進行的資訊，使得較輕裝的部

隊可以保有強大殺傷力與存活

力，來對抗重裝敵軍。 

（二）提升指管通情監偵能力：透過

強大的感測器與通信網路系

統，在未與敵軍交戰前，即能

發現與截擊敵軍，以利美軍輕

裝部隊直接與間接射擊。 

（三）擴大機器人裝置的運用範圍：

經由具有鎖定與接戰目標之自

動化無人地面載具之使用，以

減少人員傷亡；機器人裝置的

使用，亦可以支援後勤的廣大

需求。 

美國陸軍開發資訊科技技術的程

度，並非無懈可擊，最重要的，是需

要在改良裝甲或擁有較佳主動防護系

統的配合之下，資訊科技的改良方能

有效運用。例如，反裝甲的能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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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能及早觀察到敵人的攻擊行

動，並且啟動攻擊機制，加以反擊。

如此一來，整體的防護能力才能產生。 

因此，在複雜的地面作戰環境

下，以資訊科技能力提昇為轉型核心

的美國陸軍，尚且需要考慮的是，在

反裝甲武器仍有極大的改良空間之

下，由於資訊科技的精進以及戰略需

求的改變，造成裝甲防護能力相對地

減少，是否能為陸軍的戰鬥能力產生

重大改革?而戰略反應的能力，又是否

能夠相對提升呢?皆是轉型時需要考

量的問題[13]。  

3.3 美國陸軍 C4ISR 系統之定義與應

用 

雖然資訊科技在美國陸軍轉型

中，並不算單一需要改革因素，但是

卻是核心因素，因此，以下即對資訊

科技的 C4ISR 系統做以下介紹。 
C4ISR 系統崛起於 70 年代，初期

為冷戰之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及華沙公

約組織兩大強權對峙時，雙方都希冀

在最短時間內提高武裝性能裝備，同

時發展全世界最高效能的攻擊與防禦

性武器。近年來 C4ISR 系統為各國的

軍事提升的重點，加上與核武和巡弋

飛彈的結合使用，讓 C4ISR 系統在現

代化戰爭的角色更為重要與關鍵。 

所謂 C4ISR 就是由 4 個 C 與 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C4ISR）所組成的

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

為「以資訊科技為核心，整合指管與

資訊流程，使監偵系統經指管平台至

武器載台之程序達到更精確、更迅速

之目標」[14] 。歐文斯（Bill Owens）
將軍在《移除戰爭之霧》一書中指出，

ISR 包含數十種部署在六種空間(水

下、水面、陸地、空中、太空及網路

空間)監視偵查裝備，這些裝備讓美軍

達到對敵壓倒性的資訊主導。所接收

之情報幫助前項 C2（指、管），加以後

項 C2（通、電）的協助，方可獲得更

即時與完整的戰爭空間認知，而指揮

及管制將能夠更快做出決定，然後直

接下達命令給操作各式精準導引彈藥

之不同單位，發動即時、協調且同步

的攻擊以達成任務，並獲致武力倍增

效果。這種龐大且繁雜的資訊，即時

的以數位方式傳送，將大幅降低戰爭

之霧。 

美軍認為 C4ISR 系統是作戰架構

（確認作戰需求）與技術架構（訂定

規範標準）的橋樑，將兩者結合成為

系統架構（將實體轉換成實體通資系

統），可增加兩者間協調，亦可避免重

複發展。雖然美軍各兵種的 C4ISR 系

統整合仍有待加強，但卻存在著以下

共通性，最後彼此得以相互結合： 

（一）基礎性：為系統設計規劃的基

礎，可提供未來改進

方案之依據。 

（二）一致性：將作戰需求與系統方

案緊密結合，提供一

致性的認知、需求和

指導，消除重複性產

生。 

（三）協助性：提供指揮官訂定決策

優先順序與資源配置

之協助。 

（四）變易性：可再造組織與程序，

改進設計上缺陷。 

一個完整的指揮自動化系統應包

含以下五個部分：第一，神經中樞，

指揮系統。第二，手腳，即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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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神經脈絡，即通信系統。第四，

大腦，即電腦資訊系統。第五，耳目，

即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此系統猶

如人體一般每個系統都缺一不可，每

個系統間相互連結，是需要相互協調

與配合的組織脈絡，就如「系統中的

系統」一般，是多個小系統整合成的

大系統，其構成元素雖複雜，但在複

雜的結合後，是一個整體的樣貌，來

完成任務作為。C4ISR 系統便是此指揮

自動化系統，是軍隊由機械化進步到

資訊化與智慧化的結果。C4ISR 系統可

以達到三軍聯合作戰的目的，通過突

出的情報獲取能力、資訊傳輸能力、

分析判斷能力、決策處置能力和組織

協調能力，戰場行動得以一致化，能

減少錯誤訊息的發佈或增加作戰現況

的傳播，提高軍隊的作戰效能。隨著

科學技術的發展，軍隊指揮自動化系

統亦將越來越完善，C4ISR 系統將愈來

愈重要。 

美國「2010 年聯合作戰願景」

（Joint Vision 2010, JV 2010）中提到，

美軍未來應達成「全方位宰制」（full 
spectrum dominance），在任何預期的作

戰環境下美軍素質將超越任何敵人的

概念樣態（conceptual template），改變

如大規模軍隊與連續性的傳統作戰概

念，轉向集中效果與同步作戰，透過

資訊科技的運用，指揮官也將比以往

更容易認出目標與協調複雜的軍事行

動。此願景羅列出四個新作戰構想：

優勢動機（dominant maneuver）、精準

接戰（precision engagement）、全方位

防護（full-dimensional protection）、以

及集中後勤（focused logistics）。此作

戰願景在試圖同步化各軍種業已展開

的未來性計畫發展，以串連屬於各軍

種職權範圍的未來性計畫，而各軍種

也以根據自己對未來的安全環境與未

來戰爭的預期，發展出許多未來性計

畫。 

由於白宮、國安會與國會尚未具

有未來安全環境與長程國家安全戰略

構想，美國陸軍必須自行建構出地面

武力的未來角色，迄今發展最為詳細

的當屬美國陸軍的計畫。陸軍所發展

出的計畫是創新與保守相互穿插，創

新表現在科技、組織與領導方面，而

保守則是對戰爭性質與美國軍事武力

目的等相關假設上。他們認為大部分

外國軍隊仍以地面武力為主，因此地

面武力將是美國未來安全環境中最重

要的軍事力量形式。加上作戰勝利最

後需透過地面武力的登陸才算完成，

故地面武力可將海空軍獲取的短暫優

勢轉化為永久性優勢，也就更顯陸軍

的重要性。美國陸軍在「下一代陸軍

計畫」（Army After Next Project）的第

一份報告「知識與速度」（Speed and 
Knowledge）提到，美國的主要競爭者

將會威脅美國或美國利益，但是卻無

力仿效數位化美軍的國家。因此，美

國陸軍的計畫將建立在先進資訊科技

所產生的知識上，尤其是能夠融合各

來源的知識，積極發展數位化的美國

陸軍。透過數位化的推動，未來美國

陸軍將可以與尚未建立數位化部隊之

盟軍共同作戰 [15] 。 

美國 C4ISR 系統的發展程序與軍

事事務革新是同步發展的，而且聯戰

系統均需與 C4ISR 之架構緊密結合。

資訊系統的存在是當今 C4ISR 系統的

主要改變，電腦的儲存、運算與頻寬

能力的提高，增加資料、資訊與影像

的分享，改良後計算能力提高的感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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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新的載台以及融合演算法，都提

升了「戰場空間認知的程度」。資訊系

統實已深入每個主要機能領域也已經

開始改良，但其進展似乎使舊有系統

的直線延伸。若以科索伏行動為例，

其管制戰場空間的能力仍有極大改善

空間，但卻較以往提升，此時的聯軍

雖以 Power Point 形式執行簡報，但如

視訊會議的應用，就可以加速戰場管

理的品質與效率。根據 David S. Alberts
等的看法，美國當前的 C4ISR 系統取

代以往的煙囪式（stovepipe）通信系

統，增加通信系統的互賴程度 [16] 。 
但此系統在戰場的運用上仍有極

大改善空間，並非決勝的萬靈丹，卻

可收大幅提升戰力與降低傷亡、減少

武力支出之效用。以美國陸軍為例，

其數位化的 C4ISR 系統配合軍事事務

革新，從 1997 年 5 月開始實施數位化

旅，預計在 2020 年完成數位化陸軍的

目標；在此同時，尚且輔以人員訓練、

準則校正、組織整編與裝備改良，如

此才能做到整體戰力的提升，而不只

是局部條件的改革。因此，即使 C4ISR
系統是陸軍達成數位化勁旅的關鍵要

素，卻需要在人員、準則、組織上，

有相對的配合與調整，才能真正達到

美軍提倡 RMA 的目標。故美國陸軍的

C4ISR 系統是其完成 2020 年數位化換

裝的主要推手，而在人員訓練、準則

改編、組織型態的改進上若能齊步達

成，則前述 RMA 第一階段之近程目標

將逐步完成，屆時，美軍將有推進RMA
第二階段之條件與實力。 

 
4. 美國軍事事務革新的省思 

即便蘇聯最先提出軍隊需徹底變

革的口號，但隨著蘇聯走向瓦解後，

前蘇聯各國軍隊面臨生存最基本條件

－糧食缺乏的問題，不難證明蘇聯並

未達改革目標。反觀美國，自二次世

界大戰以來，其軍事力量稱霸世界首

位，至今並無國家可以與之抗衡，原

因除了美國在國際上之經濟、政

治、、、等地位外，其軍事方面之因

素乃屬軍事事務革新之推動，也就是

人員、準則、組織、武器與科技的精

進與整合。 

4.1 美國軍事事務革新之挑戰 

美國在推動軍事事務革新上不遺

餘力，雖然其軍事地位並無人能及，

仍然致力於各方面的創新與改進。在

人員方面，1973 年美國開始實施徵兵

制，以提升人員之專業素質與軍事素

養；在準則方面，訓練暨準則司令部

（ Army’s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TRADOC），除自我進行準

則與訓練上的修正外，亦委託其他非

營利部門（例如 RAND 蘭得公司）進

行較客觀的評估與建議，使準則與訓

練不斷更新，以配合新武器系統與作

戰型態；在組織方面，根據不同需求，

檢討與增設不同單位，以彈性的組織

編裝，適應新環境的改變，例如增加

後勤運補能力之強化與統一化、以機

械化步兵取代純步兵；在武器方面，

有無人飛行載具（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等之研發；在科技方面，

則有電子會議系統（electronic meeting 
system, EMS）與聯合監視暨目標攻擊

雷達系統（ joint surveillance target 
attack radar system, JSTARS）等發明，

以利聯合作戰、情報交換與戰場指揮

官之作戰評估。這些作為無不希望美

國的軍力能無限前進、打破瓶頸、加

強軍事實力以面對不可知的未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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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事務革新乃美國軍事轉型的重點

所在；但美國的軍事事務革新卻也面

臨到某些無法根本改善的問題。 

歐文斯將軍認為軍事事務革新可

以看做運用新技術，以改變軍隊遂行

戰爭的方式 [17] 。指揮官更需要利

用軍事事務革新，提高其戰場覺知，

以明敵知敵，也就是全面知敵、知我、

知天、知地與掌控如地形與氣候等影

響戰鬥之因素。加上自動化管制與精

準用兵，才有利於現代化作戰型態。

而全球性資訊科技之蓬勃發展，為軍

事事務革新之根本，亦使世界經濟、

政治與社會發生改變。至今，美國各

軍種之間的本位主義並未消除，各軍

種由於預算的排擠效應，爭取預算以

自我需求為出發點，而非作戰需求為

考量，相對地影響到任務達成過程，

使軍事事務革新的困難度加深，對於

軍事事務革新的「典範」－美國而言，

軍種本位主義莫不是一項諷刺！ 

軍事事務革新的核心目標是聯合

作戰，也就是系統中的系統，透過「整

合」的概念，使戰場資訊數位化，以

電腦模擬戰場實況，指揮官得以做即

時判斷、完成心中腹案，無須身臨槍

林彈雨也可以掌握戰況；高層可透過

電子視訊會議，實施意見交換、任務

賦予與命令提示；利用電子兵棋，先

期判斷想定正確性或預估作戰情況與

部隊耗損度。這些無非希望減少作戰

傷亡與資源浪費，近而提高作戰勝利

機率。但是，美國各個軍種間卻仍舊

無法摒除歧見，資訊無法相互分享與

流通，讓軍事事務革新「系統中的系

統」目標遙遙無期。以通信系統來說，

各軍種間之通信系統並無法整合起

來，使得資訊與情報無法確實分享，

因此其通信系統依舊停留在傳統的煙

囪式系統，這種情況直至 2003 年第二

次波灣戰爭仍無徹底改進1，故美國軍

事事務革新仍需長時間的修正，才能

達成其第一階段的目標。 

4.2 美國軍事事務革新對我軍之啟示 

目前我國軍亦積極從事軍事事務

革新，俾達成臺澎防衛作戰中防衛固

守、有效赫阻之目標，其過程必定具

有許多艱難與問題。與其閉門造車、

瞎子摸象，不如尋求模範與榜樣，配

合我國國情與軍隊文化，以收截長補

短之效。作者以為，美國軍力居全球

之冠，加以其軍事事務革新亦屬先

驅，故從美國軍事事務革新可使我國

軍獲得許多啟示，而提出以下四點看

法。 

（一）以科技為基礎 

由於作戰需武器做為工具，科技

是軍事事務革新之基礎，若無科技的

進步，軍事事務革新之腳步將躊躇不

前。而戰場往往由於資訊的傳遞速度

緩慢與訊息之錯誤，造成無謂傷亡或

錯失良機，故軍事事務革新中又以資

訊科技最為重要，通信能力強化後，

才能有效調度兵力與正確使用武器系

統。 

除了資訊科技外，科技的能力提

升後，可擁有較高之自我研發武器能

力，易於汰換除役裝備，增加武器的

作戰效能。 

（二）後勤補保體系的改善： 

作戰最忌彈盡糧缺之情況，後勤

則應達到人與武器之食物－「彈藥與

                                                 
1 雖然美軍動用由各類型偵察與通信衛星所

架構之全球指揮管制系統(Global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GCCS)作為戰區作戰指

揮管制機制，但仍有資訊不足造成誤判的情

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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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糧」之供應不虞匱乏。美軍在第一

次波灣戰中，以前線每位官士兵每天

都有可樂來解渴，作為後勤補保體系

的要求，而美國業已達成目標，遑逾

其作戰裝備的補給與保修能力之強盛

與完整！我國軍應學習美國之後勤能

力，若能運籌帷幄，也就能擁有源源

不斷之作戰資源。 

（三）人員專業素質的提升： 

作戰分工應確實落實，各個武器

應有專門人員操作、對其武器之性能

要能熟稔，應避免樣樣皆學、樣樣皆

不精之窘境；但是基本之求生武器，

如步槍之操作，則為每位官士兵皆須

學習，遂行自衛戰鬥。 

（四）組織與準訓的彈性： 

事變時移，環境時常改變，組織

與準則、戰術戰法與教育訓練也應雖

之調整。例如，希特勒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大量使用閃電戰，當時對波

蘭、法國和蘇聯的入侵非常有效，但

至 1941 年入侵蘇聯時，此戰法之效用

卻大為失靈。鑑此，組織與準訓方面，

要隨著時間、空間不同，來做不同考

量與取捨，甚至創造新意，以利作戰

效能。 

 

5. 結論 

歷史不能被遺忘，而經驗更是必

須從歷史中記取的。回顧戰史，戰爭

失敗的癥結，往往歸咎於無法快速地

充分融入新的作戰方法。資訊時代所

面臨的基本挑戰，是如何減少迷霧與

摩擦，又要如何因應變化。資訊時代

與傳統的作戰概念、軍事組織與指揮

管制之方法大相逕庭，加上資訊與通

信技術的進步，要如何因應這些變

化，將是未來的挑戰。 

在資訊時代中，指揮官所關切的

是資訊技術如何影響戰場上的資訊流

通。但若無法與作戰概念、準則、組

織、指揮概念、訓練等變革相互結合，

資訊流通亦無法發揮作用 [18] 。所

以，資訊技術的創新應該與作戰的其

他條件相結合，方能有成效。這也是

軍事事務革新的意涵，所注重的是每

個面向的整合化概念，不僅僅就任一

獨立條件視為軍事事務革新的內容，

而是每個條件相對提升後，再由跨條

件的組織作統整的功夫，統一處理任

務內涵，做一致的命令下達與適當的

任務分配與調度。 

在戰場上具有調度與指揮權責

的，就是戰場指揮官。戰場指揮時，

除了指揮官本身的軍事素養與部隊作

戰能力是決定戰爭勝負之因素外，另

一項重要條件即是通訊系統。通訊系

統之於作戰，猶如餐具之於用餐，皆

扮演工具性的角色，是基本的中界工

具，失去這個根本則不可能完成行

動，若運用得當，卻也可能如魚得水

輕鬆自在。指揮官利用好的通訊系

統，可以監控即時的戰場情況，使命

令下達更適切與精確，基礎作戰單位

也可以獲得正確無誤的命令與訊息，

作戰行為才能一氣呵成，有所連貫。

這也代表作戰型態將雖通訊系統的改

良而改變。 

不同於傳統的作戰，現今通訊系

統通常稱做指管通情監偵系統，就是

C4ISR 系統，除了本身傳遞信息的功能

外，亦是整合各作戰單位訊息的工

具。無論是單一國家軍隊的作戰攻勢

或盟國的聯合作戰，皆需要憑藉著

C4ISR 系統的整合，才能發揮作戰效

能，達到美國所謂「系統中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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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即便科索伏戰爭時，聯軍的通

訊能力無法跟上美國，迫使當時以較

傳統的通訊技巧維持作戰聯繫，但這

個過程中也存在較傳統先進的通訊技

術。這代表通訊技術是日新月異的，

而不同國家的發展速率不同，故呈現

不同的樣貌。 

資訊科技的創新具有瓦解的特

性，在通訊系統進步的同時，融入新

能力的利益，代表軍事能力的其他組

成元素相對地需要改變。充分運用資

訊的同時，以往排斥改變的指揮概念

與組織型態都將雖之改變。但是，必

須認知到的，是軍事事務革新絕非單

純的技術改革，而是複雜的多方同步

變革，以減少發展及部署整體解決方

案所需時間，並隨變化節奏不斷適應

與調整。資訊科技在這個適應與調整

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拉力作用，可

加大軍事組織的深度（資訊品質的總

體測量）、廣度（資訊分享程度測量）

與互動品質的三維空間，故資訊科技

可視為現今軍事事務革新的基礎。 

本文以美國卓越的資訊科技

C4ISR 系統的發展做簡單介紹與說

明，輔以美國軍事事務革新的概況，

來解釋資訊科技在美國軍事事務革新

的角色為何。可得知美國確實以資訊

科技為第一階段軍事事務革新的基

礎，發展精準武器、長程飛彈、資訊

分享、匿蹤強化與改良的感應器等，

並朝目前技術無法支援的第二階段軍

事事務革新前進。美國陸軍在數位化

的推動上，合併軍事事務革新的其他

元素做長期系統化的規劃，希冀於

2020 年完成全軍數位化換裝，達到整

合各指揮層級作戰架構的目標，可以

當作美國在推動 C4ISR 系統的努力之

例證。 

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成功，讓美

國的科技能力居世界之冠，軍事能力

為其一。但美國仍不斷對其軍事事務

革新做努力，無論是「準則、訓練、

幹部、編裝、裝、人力（美國稱為

DTLOMS）」面向都做適時適切的調

整，在任何時候美國的精進從不停

歇。加以其資訊技術的優勢，讓美軍

的力量凌駕任何國家。經過本文的介

紹，希冀成為國軍軍事事務革新的榜

樣，於國軍改革時當作參考，近而漸

進地提升國軍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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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markable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and it has 

changed our daily lives and the type of traditional military operations. IT is served as 
the key conditions of RMA, and U.S. hopes that the goal of “system of systems” will 
come true by improving IT in the future. Obviously,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U.S. is 
forever growing up in this way, although U.S. has already became the most super 
power in the world . For this reason, this research will explain what RMA is, a new 
role of IT in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T in U.S. Army. Finally, hope the 
experience of U.S. can bring us some suggest to enhance our military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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