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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韓聯社及路透社4日消息
：韓國國防部長官金寬鎮4日表示，韓國政府
已決定引進德國遠程空對地導彈 「金牛座」
（TAURUS）導彈。 「金牛座」射程為500
公里，可以在不進入朝鮮領空的情況下打擊
朝鮮全境。

金寬鎮當天在國會國防委全體會議上就
有關 「金牛座」導彈的提問表示，原本考慮
的選項之一是美國武器，但因為不能出售給
韓半島，所以選項只剩下 「金牛座」導彈。
他說，在目前的情況下，韓美日會聯合運用
戰鬥力，目前韓國擁有的導彈確實不足，今
後將引進 「金牛座」導彈進行實戰部署。

此外，美國國防部4日表示，已同意洛克
希德馬丁公司的F-35戰鬥機，或波音的F-15
「沉默鷹」戰鬥機賣給韓國，預料韓國會在

今年稍晚時，宣布這筆60架噴射機競案的贏
家。監督對外軍售的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29
日知會議員，在朝鮮半島緊張情勢逐漸升高
之際，可能軍售韓國。

美國防安全合作署說，美國戰機將協助
首爾 「對抗區域內的侵略」。國防安全合作
署說，已知會國會，可能出售這兩種戰鬥機
，以及雷達、電子作戰系統等裝備。

美化學部隊重駐韓國
【本報訊】據共同社4日消息：4月4日，負責應對核武器、生化武

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美國陸軍第23化學大隊已重駐韓國。當天在首
爾近郊議政府市的美軍基地舉行了隊旗的升旗儀式。

2004年起撤出韓國的美國陸軍第23化學大隊4日已重返韓國。這支
化學部隊主要負責應對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天在
首爾近郊的美軍基地舉行了該部隊隊旗的升旗儀式。共同社稱已撤出韓
國的部隊被重新派駐實屬罕見。

第23化學大隊的任務是負責在朝鮮半島局勢不穩時探測朝鮮的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並進行去污。美軍方面稱重新派駐是 「為了提升美韓同盟
的威懾力」。

該部隊由3個中隊組成，共有約250名士兵。2004年，該部隊將相關
任務移交給韓國軍隊後回到了美國華盛頓州的基地，最近移師到了韓國
。韓國的2012年版《國防白皮書》推測稱，朝鮮擁有2500至5000噸化學
武器，並具備生產炭疽桿菌、天花病毒等多種生物武器的能力。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美國與朝鮮半島關係研究所對商業衛星拍攝
的朝鮮寧邊核設施影像進行分析，認為朝鮮如果要重建2008年拆毀的冷
卻塔，需要半年時間，但是3月27日一張照片顯示，朝鮮可能已手建
造另一個冷卻系統，並有可能在數周內完成。專家估計，朝鮮要重啟寧
邊核設施，可能需要3個月至1年時間。

【【本報訊本報訊】】綜合美聯社綜合美聯社、、美國美國《《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
及及CNNCNN新聞網新聞網44日報道日報道：：韓國國防部長金寬鎮韓國國防部長金寬鎮44日說日說
，，朝鮮已把一枚朝鮮已把一枚 「「有相當射程有相當射程」」 的導彈轉移到東岸的導彈轉移到東岸
，，美方情報也顯示美方情報也顯示，，朝鮮可能正計劃在數天或數周朝鮮可能正計劃在數天或數周
內發射彈道導彈內發射彈道導彈。。與此同時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一項名為奧巴馬政府一項名為
「「劇本劇本」」 的計劃曝光的計劃曝光，，美軍近期在朝鮮半島大張旗美軍近期在朝鮮半島大張旗
鼓展示先進武器鼓展示先進武器，，均是設定好的橋段均是設定好的橋段，，旨在威懾朝旨在威懾朝
鮮的同時安撫韓國鷹派政府鮮的同時安撫韓國鷹派政府。。但因朝鮮反應超出預但因朝鮮反應超出預
料料，，美軍本周開始已暫停實施這一計劃美軍本周開始已暫停實施這一計劃。。

在制定 「劇本」計劃前，美國政府讓
情報機構對其風險進行評估，奧巴馬政府
一名高級官員說，每個人都在擔心形勢可
能被誤判，戰爭可能會爆發。不過，當時
美國政府內部的整體感覺是，朝鮮不會發
動全面戰爭。

部分參與制定計劃的官員透露，美國
的這一計劃在白宮舉行的多場高級別會議
上曾被討論過。在討論中，奧巴馬政府中
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則對挑釁朝鮮可能
帶來的意想不到後果感到擔憂。其中部分
官員質疑白宮對上述情報機構的信任。美
情報機構此前對朝鮮行為預測的準確度可
謂好壞參半。然而據與會者透露，在上述
會議期間，最高級別的官員很少對該計劃
提出反對意見。美國總統奧巴馬最終給計
劃的實施開了綠燈。

美國首秀軍力是在3月8日美韓軍演期
間，數架B-52遠程轟炸機進行了低空演
習。此次美韓軍演的代號為 「鷂鷹」。美
國情報機構則如此前計劃的那樣對朝鮮的
反應進行評估。在美軍派出上述飛機之後
，朝鮮的反應和五角大樓以及美情報機構
此前的預期一致，即放出狠話，威脅要攻
擊韓國和美國。周日，美國派出兩架先進
的F-22戰機前往韓國，再次引發朝鮮的
憤怒回應。

美情報官員認為，自己對形勢的評估
沒有問題。他們認為，即使美國向朝鮮進
一步施加壓力，後者可能也不會做出嚴重
的軍事回應。其中一位官員說，在當前這
個階段，你看到的依舊是朝鮮不斷放出狠
話。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朝鮮會採取軍事行
動。但美國政府部分高級官員則變得愈來
愈謹慎。美國政府一位高級官員說，從某
種意義上說，我們超額完成了任務。我們
非常成功地向朝鮮傳遞了信息，現在有必
要在繼續安撫韓國的同時稍稍收斂一些。

（美國《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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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情報衛星發現美國情報衛星發現，，朝鮮利用火車將導彈運送至東海岸朝鮮利用火車將導彈運送至東海岸，，但目前尚但目前尚
未確認導彈上是否搭載了彈頭未確認導彈上是否搭載了彈頭。。韓美情報當局認為韓美情報當局認為，，朝鮮在朝鮮在1515日金日成日金日成
誕辰的誕辰的 「「太陽節太陽節」」左右發射導彈的可能性較大左右發射導彈的可能性較大，，因此因此，，目前正嚴密注視目前正嚴密注視
朝鮮導彈動向朝鮮導彈動向。。

朝導彈移至東岸
日本《朝日新聞》4日報道，該枚朝鮮導彈可能是KN-08洲際導彈

，其射程可抵達美國。不過，金寬鎮否認了這一說法，他表示該導彈 「
有相當射程」，但不足以打到美國本土。他所說的導彈，可能是朝鮮的
「舞水端」，其程射有3000公里，日本和韓國都在其打擊範圍內，但仍

無法抵達關島。金寬鎮補充說，沒有跡象顯示平壤當局正為全面性衝突
作準備。

朝鮮軍方星期四發表聲明，表示軍隊已獲授權用 「強大的實際軍事
對抗」，包括使用核武器，來反擊美國的 「侵略」。美國國防部周三則
宣布，將在關島部署末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包含車載發
射系統、攔截導彈、一部AN/TPY-2型跟蹤雷達和配套的火控系統。

哈格爾親自操刀
與此同時，美國匿名官員周四曝光奧巴馬政府一項名為 「劇本」的

計劃，該計劃明確列出了在每年一次的美韓軍演期間，美國展示軍力的
順序和宣傳方案。美國這一帶有公關色彩的 「劇本」，不僅旨在威懾升
級其軍事威脅的朝鮮，同時也要向韓國新上台的鷹派政府作出保證，即
美國將全力支持韓國，韓國沒有必要對朝鮮的挑釁做出軍事回應。

上述美國官員說，美國防長哈格爾建議，並參與制定了 「劇本」計
劃。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數月前在為美韓年度軍演做準備時，就開始制訂
這項被稱作 「劇本」的計劃。當時朝鮮作出了一系列挑釁行為，其中包
括去年12月發射了一枚遠程火箭。

美國情報機構此前曾對 「劇本」計劃涉及的風險進行評估，最終認
為朝鮮進行軍事回應的概率很低，因為朝鮮政權的當務之急是自保。他
們的理由是，朝鮮若採取軍事行動則可能招致美韓兩國的毀滅性反擊。

美海軍搶戲 打亂部署
自3月8日起，美軍在朝鮮半島高調展示的B-52轟炸機、B-2隱形轟

炸機以及先進的F-22戰機，均是按照 「劇本」的設定行事。而朝鮮對應
發出的核攻擊等恫嚇，原本亦在美方的預料中。不過，美國海軍本周一
一項 「劇本」之外的戰略部署卻打亂了這一計劃。美國海軍周一證實，
美國向朝鮮半島周邊派出了兩艘 「神盾級」反導驅逐艦， 「麥凱恩」號
及 「迪凱特」號。

美國官員表示，宣布美國派遣驅逐艦一事，可能令美朝之間的緊張
局勢升級，進而超出美國此前預期的程度。白宮方面對此感到心煩意亂
，因為美國精心操控的軍力展示計劃中，並沒有包括公開宣布向上述地
區派遣導彈驅逐艦這項內容。

因此，白宮已經擱置了 「劇本」裡的下一步舉措，同時對朝鮮的態
度展開評估。美國官員開始擔心，朝鮮受刺激後的反應力度，可能比美
國原先預想的大。哈格爾周三說，朝鮮的近日一連串的威脅 「真實而危
險」，美國和該地區其他大國不想讓 「已經複雜且一觸即發的局勢」進
一步惡化。

3月8日，美軍B52轟炸機開始參與美韓年度 「鷂鷹」軍演，並進行
轟炸訓練。對此，朝鮮軍隊21日威脅打擊美軍在關島和日本的基地，27
日朝鮮切斷與韓國最後保留的軍事熱線。

3月28日，美國空軍首次出動兩架可攜核彈的B-2王牌隱形轟炸機
，由美國本土飛往朝鮮半島上空，參與美韓聯合軍演，並投下模擬炸彈
。29日，金正恩凌晨緊急召開人民軍最高司令部作戰會議，下令導彈部
隊進入發射待命狀態，以隨時攻擊美國本土等目標，並聲稱已經做好了
「和美國清算的準備」。30日：朝鮮宣布與韓國進入 「戰爭狀態」。

4月1日，美軍將一批F-22戰機派往位於韓國烏山的空軍基地。另一
方面，消息傳出美國海軍兩艘 「神盾」反導驅逐艦 「麥凱恩」號及 「迪
凱特」號開往半島水域。2日，朝鮮宣布將重啟寧邊5兆瓦反應堆在內的
核設施；3日朝鮮單方面禁止韓國工人進入開城工業園區；4日美國衛星
發現，朝鮮用火車將導彈運往東海岸。 （本報資料室）

美劇本部署計劃

▲美國陸軍第23化學大隊4
日在首爾舉行升旗儀式

美聯社

◀美軍末端高空區域
防禦（THAAD）系統

▶美軍F-22掠
奪者戰機

▲美軍 「麥凱恩」 號反導驅逐艦

▲美軍B-52遠程轟炸機

▲美軍B-2攜核轟炸機

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不斷升溫
，令全球繃緊神經。最令人不安
的，除朝鮮方面一輪又一輪發出
戰爭威脅外，還包括美軍在東北
亞地區的異動和部署。有別於朝

方大張旗鼓 「口水戰」 ，美軍的行動是在靜悄悄
進行，雖低調但卻實在得多。一段時間以來，美
最尖端武器雲集東北亞地區，名義上是應對朝鮮
威脅，但背後意圖絕不僅僅局限於此。種種跡象
顯示，美國正在日益完善其在東北亞地區的軍力
部署，檢驗並提高其反導能力，加大對中國的軍
事圍堵。

為應對朝鮮發出的 「核戰爭」 威脅，美軍多
兵種齊發，可謂使出了看家本領，創造了多個 「
首次」 。海上，美派出搭載有反導導彈攔截系統
的宙斯盾驅逐艦 「菲茨傑拉德」 號，並將一座類
似鑽井平台的大型SBX-1海基雷達部署到離朝鮮

更近的位置，監控朝軍動向，特別是可能的導彈
發射。空中，美空軍最先進的B-52隱形轟炸機
、可攜帶核彈頭的B-2隱形轟炸戰及F-22隱形戰
鬥機接連飛抵韓國，參加聯合軍演，加大對朝的
空中反制力度。水下，美派出 「夏延」 號核潛艇
參加軍演， 「舊金山」 號核潛艇在參加完軍演後
，借機駐紮在韓國東海岸。

若在和平時期，美軍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調整
和部署，早就引起了有關國家的強烈反彈，但在
朝鮮半島戰雲密布、一觸即發的非常時期，美軍
的行動成了合乎邏輯的必要應對，外界除要求其
保持冷靜克制，勿令局勢繼續激化外，似乎很難
找出更充足的反對理由。

應對朝鮮威脅，美國未必需要如此大動干戈
。從單方面宣布《朝鮮停戰協定》無效，到宣布
半島進入戰時狀態，威脅對美本土使用核武器，
朝方叫板的調門雖然越來越高，措辭越來越激烈
，但威懾的成分遠大於實戰。朝鮮不太可能主動
出擊，與美國打一場聖戰，半島爆發大規模戰爭
的可能性不大，這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
基本判斷。即便出於應對朝鮮半島擦槍走火的意
外，或者朝鮮孤注一擲發動突然襲擊，也未必需
要如此規模的軍事部署。

美把朝鮮半島當作最新武器的演練場，醉翁
之意顯然不僅僅是朝鮮。從未來看，美方若借朝
鮮問題把這些先進武器長期駐紮在西太平洋地區

，就會從根本上打破東北亞乃至太平洋的戰略格
局，給地區安全帶來威脅。

中方出於自身安全需要及維護地區力量平
衡的責任，有理由對此表示擔憂，也應該作出
必要的應對。對朝方，中方應當開宗明義表明
反對使半島局勢升級的做法，敦促其放棄挑釁
，為對話創造條件。對美方，更應該明確反對
美韓把軍演升級，刻意激化地區緊張局勢，特
別是明確反對美借應對朝鮮調整軍力部署，維
護地區力量平衡。

維護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是全世界的共同責
任。美韓等國在敦促中方履行大國責
任，約束朝方行為的同時，更要清楚
認識到自己所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約束自己行為，為朝鮮半島緊張對
峙降溫，為地區安全與和平作點實實
在在的事。

美借應對朝鮮之名行圍堵中國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