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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將釋出拜登上任以來的首批對台軍售
「M109A6 」帕拉丁型自走炮，速度或快過特
朗普政府。有台媒分析指，台灣沒有自主製造
先進武器的能力，而放眼全球，美國又是台灣
軍售唯一的「賣家」，所以台灣軍購的項目和
價格任由美國牽制。即使保守估計，台灣防
務部門 2021 年度預算的資金缺口也高達 300
億元（新台幣，下同）。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此前指出，民進黨當
局拿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的錢不斷向美求購
武器，以武拒統，注定失敗。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 4 月 30 日應詢表示，大陸方面堅決
打擊「台獨」分裂勢力的決心和意志堅定
不移，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嚴懲。正
義審判可能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台軍購買買買
買買買 謀「台獨」必失敗
國台辦：正義審判可能遲到 但絕不會缺席
台退役中將：有用的武器美國都不賣
台灣退役中將劉湘濱去年在島內一個
政論節目上表示，真正對台灣有用的武
器，美國都不賣；台灣基本上就是在繳
「保護費」。「美國要賣你（台灣），
你要不買的機率是很少的。」

台謀購進攻性導彈 美方避談
而且，美國只要發現台灣研發出什
麼，他們就會軍售台灣同級武器。這
一做法妨礙了台灣「雄風」導彈的建
置與研發。他也舉例說，美國賣給台

灣的訊號放大器，限制 10 倍以下，倍
率再大的就不賣。
事到如今，美國對台軍售至今仍然是
美國一廂說了算的結果。台灣防務部門
戰略規劃處負責人李世強日前就表示，
台當局所有經過公告的軍售案進度都正
常，目前只剩 AGM-158 遠程巡航導彈
還在持續爭取。據悉，AGM-158 屬巡
航導彈，具有明顯的進攻性。然而，美
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4月22日在記者
會上對此事低調避談。

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劉相平表
示，這不是所謂的防禦性武器，而是
進攻性武器，說明台灣還是在「以武
謀獨」，妄圖想發展一個所謂的「不
對稱」戰力，進行一個所謂的平衡，
這可能會導致大陸採取更加嚴厲的反
制措施。

美對台售
「次級軍品
次級軍品」
」
一覽（部分）
M60A3戰車
MK-48 AT 重型魚雷

數量：160輛

數量：18枚 時間：2020年購買

售價：/

售價：1.8 億美元

背景：1997 年，美國將當時在服役
中的 M60A3 戰車淘汰，換為新一代
的M1艾布蘭戰車

背景：該魚雷與 2017 年售台的魚雷型
號一樣，但單價較當時貴了近一倍

時間：1995年購買

延後付款是飲鴆止渴
對此，台灣防務部門回應稱，
會依情況每年滾動檢討編列，不
致出現周轉危機。但是，預算缺
口的解決方法不外乎兩種。一是
延後付款期程。二是在其他開銷
上開源節流。
延後付款期程已是常態。近
年，台軍購已屢次出現將付款高
峰拖到計劃結束前的情況，但隨
着軍購不斷增加，延後付款只是
飲鴆止渴，並不是長久之道。
而在其他開銷上開源節流也問
題不少。人員薪水不可能拖欠，
近年為因應募兵制上路，更須不
斷提升官兵待遇；相較之下，部
隊運作所需的作業維持費，因為
一時看不出影響，難免成為刪減
對象。台防務部門作業維持費已
經長年偏低，近年油料零件等開
銷更水漲船高，如果當真對作業
維持費「開刀」，勢必使裝備妥
善率的老問題惡化。

F-16戰機
數量：150架 時間：1992年購買
售價：/
●MK-48
MK-48魚雷
魚雷。
。

網上圖片

背景：逾20年內有7架失事。而美軍
不 僅 有 F-35， 還 有 更 精 進 版 的
F-22，不可能再回頭採用F-16系列

派里級飛彈巡防艦，命名
「銘傳」與「逢甲」，為
美國除役船艦泰勒號和蓋瑞號

M1A2
「艾布蘭」
主戰坦克

數量：兩艘

數量：108輛

時間：2017年抵台

售價：約 55 億元新台幣
背景：該軍艦型號在美軍中已服役 30
年，且其同型艦在 2016 年環太平洋軍演
中作為靶艦，接受各式飛彈、魚雷的攻擊

時間：2019年購買

售價：/
背景：根據美國務院發表的新聞聲
明，這批 M1A2 坦克的配套彈藥是
7,800 多發 KEW-A1 鎢芯脫殼穿甲
彈，它們的性能大致相當於上世紀
九十年代服役的M829穿甲彈

多年來，美對台軍售
常以高價賣出「過時」
的軍品（見表）。比如
去年，台積電投 120 億
在美國建廠，「換」來
18 枚 魚 雷 當 「5． 20」
蔡英文就職賀禮。該魚
雷與 2017 年售台的魚雷
型號一樣，但單價較當
時貴了近一倍，總價 1.8
億美元。
美國外銷武器裝備也
常被其盟友國詬病品質
劣、交付慢、回扣多、
信譽差。包括日本法國
等開始走向產業自主
化。
然而，與這些國家不
同的是，台灣堅持向美
交「保護費」，不惜成
為美國對陸政策的一顆
棋子，令美國在對台軍
售上予取予求。特朗普
2019 年 批 准 售 台 66 架
F-16V 戰機時不諱言地
說，這筆交易價值 80 億
美元，將帶來很多錢和
很多的工作機會。

美學者籲
「棄台」

美國予取予求 對台承諾虛渺

台自美軍購全球居首

據台灣《聯合
報》報道，台立
法機構日前認為
台防務部門各單位對
美軍購案預算管制紀
律不良，任由美軍克
扣結餘款，決定凍結
年度相關預算案，約
2,000 萬元。根據台立
法機構該決議的內
容，台灣防務部門甚
至狡辯稱，美方要求
繼續支用結餘款是
「慣例」。
此次預算凍結風波
並非空穴來風。美國在
台協會（AIT）處長酈
英傑去年表示，台灣是
公認的全世界最大的美
國武器採購方。
台灣行政機構公布
的 2021 年度當局總預
算也顯示，台行政主
管機構核給防務部門
的 2021 年度預算只比
2020 年 度 增 加 88 億
元，還有 388 億元的缺口，即使扣
除部分發展進程延宕的案子，保
守估計缺口仍近 300 億元，令輿論
擔憂「債留子孫」。

即使美國在對台軍售
上賺個不停，美國國內
仍傳來反對美對台「支
援」的聲音。雖然美國
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4
月 22 日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美國
對台支持堅若磐石，但是喬治華盛頓
大學教授葛拉瑟4月28日在美國期刊
《外交事務》發文稱，台灣不是美國
的重要利益，提出美國應重新思考東
亞政策的優先順序，並結束對台灣的
承諾。
中方也多次針對美對台軍售表示堅
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
曾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對台軍售計
劃，以免對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造成進一步的損害，中方將根據形勢
發展繼續作出正當必要的反應。
● 美 近 日 將 軍 售 給 台
「M109
109A
A6 」帕拉丁型自走炮
帕拉丁型自走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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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綜合網絡

美不可能為台與華發生軍事衝突
對於外界猜測拜登政
府的對台軍售速度可能
/1
會快過特朗普政府，軍
事專家王雲飛認為，拜
登政府「遏制中國」的政策不會變，在中
國周邊加強軍事存在的策略也不會有所改
變，然而在台海政策方面可能會增加可預
測性和政策協調性，不會在一些技術性問
題上過度刺激大陸，但是「以台制華」策

略不可能改變，只是方法手段不同而已。
王雲飛表示，不管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是
「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中國大
陸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是堅定而又清晰
的，那就是既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也
不輕易放棄「和平統一」的努力，只要
觸碰《反分裂國家法》「三條紅線」，
就必然啟動國家力量完成統一進程。
上海社科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

教授表示，長期以來，所謂的「美台軍
售」只不過是台灣在向美國交「保護
費」，美國是單方面的賣家。前幾次的
美台軍售中，美國出售給台灣的武器價
格是美國賣給所謂盟國武器價格的3倍以
上。美國對台軍售，總體來說，質次價
高，被台灣有識之士稱為「凱子」（閩
南話，意為「傻子」）軍購。
盛九元表示，在美台軍售過程中，美國

具有絕對主導權，根本不會顧及台灣所
需；美國想賣何種武器給台灣，台灣沒有
任何選擇的餘地，只有接受，講到底台灣
就是買個心理上的安慰罷了，對台灣所謂
的軍力建設幫助並不明顯。對美國而言，
賣武器給台灣，只不過是把台灣當成其軍
品傾銷的場所而已，至於台灣的防衛能
力，並不在美國的整體考慮之下。
盛九元認為，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獨」
或是台灣利益和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台灣
靠向美國的後果，只會令美國拿台灣當做
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台灣如果真的想

安全，最重要的是要改善兩岸關係，堅持
「九二共識」，和大陸形成和平發展、融
合發展的格局，這才是台海和平的基本保
障。這種格局不是台灣購買美國軍火或者
加強所謂自身軍力能夠解決的問題。
盛九元總結，民進黨當局應早日認清
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思維，如若繼續挾
洋自重，與美方勾連，獲取政治私利，
只會危害台灣同胞切身利益，只會破壞
台海和平穩定，只會把台灣置於更加危
險的境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