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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近
年對日本及中國
台灣地區的軍售不斷加碼，
台灣地區的軍售不斷加碼
， 研究軍備控制的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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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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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

美煽風點火成軍售手段

地區武器進口量在 10 年間錄得顯著增長
年間錄得顯著增長。
。軍事專家分

析認為，
析認為
，美國透過煽風點火渲染「 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
」， 正是為滿足
其地緣政治需要，
其地緣政治需要
，以及作為全球最大軍火商的實際需求。
以及作為全球最大軍火商的實際需求。

◆日本進口軍備中，美製軍
備佔比達93%。 網上圖片

指出，相較 2012 年至 2016 年間，
2017 年至 2021 年全球部分地區武器
進口大幅增長，其中東亞錄得 20%增幅，日本進
口量更大增152%。在全球十大武器進口國中，日
本榜上有名，進口量在全球佔比達 2.6%。在此期
間，台灣地區武器進口量出現下滑，但報告估計
該數字未來數年又會明顯增加。

SIPRI

美製軍備佔兩地武器逾九成

SIPRI 資料顯示，美國一直是日本和台灣地區
的進口武器主要來源國。統計 2010 年至去年數
據，按照衡量武器生產成本的「趨勢指標值」計
算，日本累計進口總值 56.85 億美元（約 446.2 億
港元）軍事裝備，其中進口美製軍備53.85億美元
（約 422.7 億港元），佔比達 93%。縱觀歷年數
據，日本進口美軍備於 2018 年大幅增至 6.54 億美
元（約 51.3 億港元），2019 年更錄得 9.11 億美元
（約 71.5 億港元），去年亦有 8.85 億美元（約
69.4億港元）
日本同期亦從英國、瑞典、法國、德國及澳洲
進口武器，但佔比極少，其中只有英國製軍備累
計進口額超過 1 億美元（約 7.8 億港元）。同時除

美國外，沒有其他國家每年都向日本輸出武器。
台灣地區進口武器也幾乎全數來自美國，從
2010 年至去年合共進口總值 38.24 億美元（約
300.1 億港元）軍備，同期所有進口武器累計價值
39.58 億美元（約 310.7 億港元），美製軍備佔比
達 96.6%。在進口量最高的 2014 年，台灣地區更
足足採購價值 10.7 億美元（約 84 億港元）美製軍
備，超過日本任何一年的進口美製軍備總額。

維護全球霸權
「一石二鳥」
統計指出，美國單是去年便向全球近 100 個國
家和地區輸出價值106億美元（約832億港元）軍
備。從 2010 年至 2020 年間，美國累計出口價值
1,050 億美元（約 8,242 億港元）武器，其中日本
進口量位居第5，台灣地區也排名第9。
SIPRI 武器轉運項目高級研究員韋茲曼稱，美
國是亞洲最大武器供應國，武器出口是美國對華
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也表
示，日本就是在美國施壓下增加軍費預算和武器
進口。美國渲染「中國威脅論」刺激他國擴張軍
備，正是維護其全球霸權、帶動軍火銷售的「一
石二鳥」計策。
◆綜合報道

◆美國向烏提
供數以百億計
美元軍援，為
軍火商帶來巨
額生意。
網上圖片

每當爆發戰事，軍火商必定大賺，美國作為最大軍備出口國，該
國軍工企業利潤豐厚，例如持續近半年的俄烏衝突，美國不
斷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供應多種武器，加上歐洲部分
國家因俄烏局勢而提高國防預算，令美國軍工巨頭賺得
更多。
美國兩大軍工企業洛歇馬丁和雷神，去年盈利分別達
640 億美元（約 5,024 億港元）和 670 億美元（約 5,259 億港
元）。自今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合共向烏提供數以百
億計美元的軍援。總統拜登今年 5 月簽署的 400 億美元（約 3,139 億
港元）援烏法案，為美國軍火商帶來一筆巨額生意，有美媒指出，「法
案的最大受益人並非一般烏克蘭人，而是美國軍火商。它們將獲得至少 170
億美元（約 1,334 億港元）的額外收入。」軍工巨頭生意源源不絕，股價亦水漲
船高，諾思羅普格魯曼股價在半年間累升28.1%，洛歇馬丁也上漲9.1%。
外界一直批評美國軍工企業發「戰爭財」，諾思羅普格魯曼總裁沃登上月受訪時，更
公開呼籲西方政府發出「明確的需求訊號」，以便公司能提前擴大投資，又指準備擴建工廠
以應付更多訂單。雷神早前亦向其潛在客戶暗示，指公司需要更多時間製造「刺針」導彈，3個
月前美國政府已向其訂製1,300枚該款導彈。
◆綜合報道

美政客利益輸送「政商旋轉門」護航軍工業
美國軍工企業透過政治捐獻和扶植代理人等手段，與
美國政客建立千絲萬縷的利益輸送關係，慫恿美國政府
在地緣政治局勢上煽風點火，從而引發軍事衝突，使自
身從軍火銷售大賺，卻令各地民眾飽受戰火摧殘。
美國軍工企業往往聘請前任官員，利用他們在政界的影
響力，以左右政府的政策，形成「政商旋轉門」現象。在
2014年至2019年間，共有1,718名美國國防部前高官或採
購官員加盟軍工企業，美國現任防長奧斯汀曾擔任駐伊拉
克美軍司令，2016年退役後出任國防承包商雷神公司的董
事會成員。前防長馬蒂斯曾為通用動力工作，另一名前防
長埃斯珀則曾擔任雷神負責政府關係的副總裁。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和助理防長拉特納
等官員，均曾在政治諮詢公司WestExec或智庫新
美國安全中心任職，而這兩家機構的出資方正是
雷神、通用和波音等軍工巨頭。
軍工企業同時會向政客提供政治獻金，以及斥
巨資游說政府，藉此影響國家政策。全美目前有
4,000 多個軍工行業的游說團體，美國布朗大學研
究發現，過去 20 年，軍工企業為影響國防政策所投
入的游說費用高達 25 億美元（約 196 億港元），僅波
音公司一家，1998 年以來對美國政府的游說費便超過 3
億美元（約24億港元）。
◆綜合報道

2021年
金額：8.85億美元（約69.4億港元）
主要軍備：F-35戰機（F-35B型）
2020年
金額：6.99億美元（約54.8億港元）
主要軍備：F-35 戰機（F-35A 型）、APG-82
電子掃描有源相控陣雷達
2019年
金額：9.11億美元（約71.5億港元）
主 要 軍 備 ： AN/SPY-7「 神 盾 」反 導 雷 達 、
RIM-161「SM-3」型 艦 載 反 彈 道 導 彈 、
AIM-120C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
2018年
金額：6.54億美元（約51.3億港元）
主要軍備：E-2D
「鷹眼」
空中預警機、APY-9 超
高頻有源相控陣雷達、T56 渦輪螺旋槳引擎、
AAV7RAM/RS水陸兩棲戰車
2017年
金額：4.41億美元（約34.6億港元）
主要軍備：SeaRAM「海拉姆」艦艇導彈系統、
RQ-4A
「全球鷹」
無人偵察機、PW-4000 引擎、
Mk-45-4型127毫米艦炮

台灣地區近年進口美軍備金額及種類

俄烏衝突發
「戰爭財」
美軍工巨頭擴大投資

日本近年進口美軍備金額及種類

渲 染「中 國 威 脅 論」 對 日 本 台 灣 地 區 銷 售 額 不 斷 加 碼

際獨立機構「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

2021年
金額：1.38億美元（約10.8億港元）
主要軍備：M-142「 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M109A5「 帕拉丁」155 毫米自走炮、M992A2 彈
藥補給車、M88A2裝甲車
2020年
金額：9,900萬美元（約7.7億港元）
主要軍備：AGM-88 高速反輻射導彈、Mk-48
Mod-6 AT重型魚雷
2019年
金額：6,400萬美元（約5億港元）
主要軍備：改造升級 F-16V 戰機、M1A2 坦克、
FGM-148
「標槍」
導彈、
「刺針」
防空導彈
2018年
金額：9,900萬美元（約7.7億港元）
主 要 軍 備 ： Mk-48 Mod-5 AD 重 型 魚 雷 、
BGM-71F TOW-2B反裝甲導彈
2017年
金額：4.93億美元（約38.7億港元）
主要軍備：SM-2MR 標準區域防空導彈、F125
引擎、AGM-154遠距遙控精準彈藥
◆綜合報道

（備註：金額為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衡量武器已
知造價的「趨勢指標值」，舊制裝備造價會折價計算，
不代表武器實際售價）

美前官員靠嚇
聲稱日將淪中國「附庸國」
美國國防部一名前官員
日前向日本政府聲稱，需盡快將國防
預算提高兩倍，否則日本最終可能淪
為中國的「附庸國」。

促日盡快將國防預算增兩倍
在前總統特朗普時期擔任副助理國防部長的科爾比，接受日本《產經新聞》訪問
時向日本政府聲稱，一旦北京武力攻台，到時日本可能被封鎖，美國對日的防禦將變得更困
難，因此日方應立即將國防預算提高兩倍，並與美國保持密切合作，以便進行有效防禦。他補充說，如
果日本不這樣做，只會讓中國「支配」該地區，屆時中方會設法貶低日本的地位，讓其變成類似
其「附庸」的國家，日本的經濟及國家安全將難以保障。
科爾比同時抹黑中國目前的建軍規模正「威脅整個南海地區」，日本須認清目前情況「危
急」，已沒有很多準備時間。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