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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樂航艦作戰群

作者：Joris van Boven and Alex van Noye

航艦作戰群由航艦與數艘水面艦艇組成，在克里蒙梭任務（Mission Clemenceau）期間，戴

高樂號航艦作戰群（CdG）縱橫地中海與印度洋。戴高樂號航艦也是 473 特遣艦隊的旗艦，周遭

護衛艦艇的職責就是確保戴高樂號航艦在遂行起降作業時不會受到敵軍干擾，與二戰起降艦載

機一樣，此時航艦需轉至逆風處並注意風向與風速，這也是航艦最脆弱的時刻。

克里蒙梭任務

戴高樂號航艦

本次伴隨戴高樂號航艦的是

1 艘杜倫斯級（Durance）油彈

補給艦，透過水平整補與直升機

垂直運補方式，將油料、彈藥、

備用零附件與食物運補至戴高樂

號航艦。防空防禦則由佛賓號（

Forbin, D620）驅逐艦負責，除

擔任對空防禦任務外也兼具戰場

情報蒐集的職責。

反 潛 任 務 由 阿 基 坦 級 巡

防艦朗格多克號（Michael de 

Languedoc, D653）擔綱，搭配

NH90 直升機上的 FLASH 主動低

頻機載聲納系統，是偵潛利器，

受限於航程與任務區，在戴高樂

號航艦通過蘇伊士運河後由喬治

萊格斯級驅逐艦拉圖什特威爾號

（Latouche-Tréville, D646）接掌

；水下兵力則由 1 艘紅寶石級潛

艦負責，負責敵情偵蒐、海文資

訊與情報蒐集，礙於機敏特遣艦

隊指揮官並未透露潛艦名。

在法國海軍外，參與克里蒙

Mission Clemenceau

1 法國國防政策過往為獨立自主路線，目前也是航艦俱樂部之一的成員國，戴高樂號航艦完成戰備後，最新的

戰事為參與敘利亞的空襲行動。

2 航艦戰力整備不易，在戴高樂號航艦完成戰備並擔負巡弋任務後，丹麥海軍也派遣朱爾號巡防艦參演，除提

供防空護衛外也是與外軍磨練整合訓練的經驗。

3 飆風戰機為戴高樂航艦打擊群的攻擊主力，雖然載彈量比不上美軍艦載機，但拜導引武器與感測器的進步，

使得飆風戰機仍具備龐大的的打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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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樂航艦作戰群

梭任務的還有美軍羅斯號（USS 

Ross, DDG71）與英軍鄧肯號（

HMS Doncan D37）驅逐艦，與

佛賓號一樣擔負空防任務，2 艘

軍艦上搭配的海鷹與山貓式直升

機也都是反潛利器。在地中海

航行期間，丹麥海軍朱爾號（

HDMS Niels Juel, F363）巡防艦

也參與演習；地中海航行期間則

有 1 艘澳洲海軍艦艇加入。

海外作戰

本次戴高樂航艦被部署於地

中海區域主要是遂行查

馬爾作戰（Mission Chammal）

，以艦載飆風戰機對抗伊斯蘭國

。戴高樂航艦艦載航空武力為航

艦聯隊，由 2 個作戰中隊（20

架飆風戰機）、1 個預警中隊（2

架 E-2C）、1 個搜救中隊（2 架

SA365）與 1 個反潛中隊（1 架

NH90）組成。各中隊艦載機完

成訓練後會於部署前進行組合訓

練（FANAL exercise）；後續也

與西班牙海軍科隆號（Cristobal 

Colon）巡防艦與美軍庫克號（

USS Donald Cook, DDG75）驅逐

艦聯合演訓。

聯隊長的職責相當重要除了

負責整體機隊安全外，在 6 個月

的部署期間還需要管理 30 名飆

風戰機、3 組預警機組員與 5 組

直升機組員，雖然聯隊長飛過許

多機型並擁有 2,800 飛行小時、

23 年的軍旅生涯，但在執行對

抗伊斯蘭國、確保海域安全的重

要責任下，飛行組員的情緒與軟

體戰力的培訓反而是聯隊長的一

大挑戰。

以艦載飆風戰機對抗在敘利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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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時，最典

型的任務就是近接支援（CAS，

配置 Damocles 標定莢艙）、守

勢防空作戰（DCA，防護預警機

與遂行支援的飆風戰機）與偵察

飛航，此時配掛泰利斯 AREOS

偵照莢艙。

艦載機飛行員飛航前一天都

會接受任務簡報，起飛前 3小時

後續更動飛航與天候資訊的行前

簡報也接續進行，期間戰鬥搜救

（CSAR）會有特別簡報。由於

中東地區區域遼闊，因此飛航與

巡弋時間相當長久；來自中東地

區基地起飛的英、美、德等加油

駐航艦。預警機除了升空擔任全

天候的預警外，也肩負全艦隊的

空中指管通情載台，飛航管制與

無線電中繼等任務。

預警機上配置 5名軍官，前

座為正副駕駛，雖然機長擔任飛

航指揮官，但後座 CIC 艙內的

CICO 才是任務指揮官，下轄雷

達操作官（RO）與航管官（ACO

），這 3名軍官主要職掌就是監

看 3座顯示螢幕，3名軍官的執

掌也都可以替代。在長達最高12

小時的飛航時間，預警機上配置

廁所。除了空勤組員的訓練外，

後艙組員在戰術狀況的演練與想

定上也都要合格，這些術科訓練

通常是攻防作戰的想定與模擬，

例如作戰搜救想定（CSAR）、

空中戰場指揮與管制（AB3C）

、反水面作戰（ASUW）等。

為了彰顯法美合作情誼，在

E-2C 預警機的機鼻與垂直尾翅上

都漆有兩國國旗，事實上在克里

蒙梭任務期間也有美軍組員進駐

戴高樂號航艦。兩國預警機組員

操作著相同機型，美軍會分派組

員進駐航艦與陸上基地。雙方交

流飛航操作與戰術戰法，雙方組

機，會於會銜點提供加油作業。

當飆風戰機飛回戴高樂號航艦後

，一樣會接受任務歸詢。

鷹眼預警機

法國海軍只有 3 架 E-2C 預

警機，而在部署期間則配置了 2

架。擔任本次預警機中隊飛航首

席的 Fabien 有著 3,200 飛行小

時，其中 E-2C 預警機達到 1,200

小時；他對本刊說明所有預警機

對承平時期配置於西法地區的洛

里昂 / 挨特勒塔（Lorient/Lann-

Bihoue）基地，海外部署時再進

1 航行期間停放於機庫的飆風戰

機，圖中可見飆風戰機鼻輪以複

數鐵鍊固定。

2 降落信號官通常由資深飛行員

擔任，艦載機落艦最危險的時刻

是暴雨的夜晚時分。

3 查馬爾作戰期間，法國海軍配

合盟軍整體戰力，以航空武力對

付「伊斯蘭國」。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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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員為例，一般粗分為訓練組員

與備戰組員，許多未完訓的訓練

組員就於 5個月的海外部署期間

完成訓練。達到備戰組員的訓練

只是訓練組員的第一步，這必須

達成許多次的航艦起降、累積飛

行時數完成。第二階段的備戰教

育訓練則是要求飛行員完成 2機

、4機領隊的訓練要求，最後則

是完成戰機分遣隊的領隊訓練，

協調在空機從事攻擊任務，這需

要時間與經驗的累積。

第 17 艦隊飛行中隊直到

2016 年都還在操作超級軍旗（

Super Etendard）攻擊機，目前中

隊雖然已完全換裝飆風戰機但

飛官仍需熟飛。目前第 17 中隊

有 13 名熟手與 2名資淺飛官，

部署於航艦前所有組員都必須

員在敘利亞與伊拉克等實際戰事

上已經有過多次交流，某種程度

上可以說是相互協防。

由於預警機蒐集到的雷達

影像為空中作戰中心（CAOC）

的重要參考，為航艦作戰群上

不可獲缺的裝備，目前這 3 架

E-3C 預警機分別自 1998、1999

與 2004 年交運，後續將以新

型 E-2D 預警機替換，規劃時程

為 2026 到 2028 年間採購 3 架

E-2D 預警機。

艦載飆風戰機

艦載機飛行員為航艦戰力的

靈魂，目前派駐在戴高樂號航艦

的為第 12（12F）與第 17（17F

）艦隊飛行中隊，以飆風戰機飛

在陸上訓練基地進行 2個月的起

降訓練，正式部署於航艦前須經

過 6次合格的實際落艦經驗，期

間降落官（LSO）會對每次的降

落做評比。

在航艦作戰群路經其他國家

時，通常飛行組員也會與當地國

飛官進行切磋訓練。本次任務期

間，第 17 飛行中隊的飛官就曾

與義大利海軍 AV-8B 戰機做過纏

鬥訓練，雖然飆風戰機較 AV-8B

新穎，但在初始階段依舊以熟練

的飛行技巧讓飆風戰機的訓練飛

官吃足苦頭。除了飛行員之間的

切磋外，第 17 飛行中隊也參與

法國戴高樂號航艦所使用的預警機為美製 E-2C 預警機，囿於本身航

太能量與美軍有現役的預警機，因此法國沿用美軍 E-2C，後續將按

照經費與採購時程引進 E-2D預警機，與美國海軍同等級，除武器標

準化的考量外，戰時所獲得的情資也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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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國與埃及、印度、新加坡間

的聯合演訓，並擔任任務機。期

間比較有助益的是與埃及空軍的

演訓，該國也裝配了飆風戰機。

雖然目前與飆風戰機評比的

還有 JAS39 或是颱風戰機，但就

艦載機角度來說，飆風戰機是比

較適合航艦起降。拜資訊數位化

與飛控軟體的發達，戰機飛操上

相對簡易，在航艦降落時操作桿

的力道電腦或自動掌控，也就是

16 度仰角的力道，飛行員只需

注意降落信號（Ball）與艙內儀

表板資訊就可完成降落；目前航

艦上起降作業比較困難的是惡劣

氣候下的夜晚操作，通常這必須

要擁有 40 到 50 次航艦起降經驗

的飛行員才有能力順利降落。目

前飆風戰機飛行員可以把較多時

間花在即時資訊的處理上，例如

目標動態、友軍即時分佈狀況等

情資。

直升機中隊

戴 高 樂 航 艦 上 主 要 操 作

SA365 與 NH90 兩 型 直 升 機，

SA365 主 要 負 責 戰 場 搜 救，

NH90 直升機負責 PR 任務與反潛

任務。SA365 直升機所屬中隊為

35 飛行中隊，下轄 2 架 SA365

直升機、6 名飛行員、3 名吊掛

士、3 名救護士與 26 名技術組

員、共 38 名官士兵。在從事戰

鬥搜救任務飛行時，一般配置

正副駕駛，吊掛士與救護士各

1 名。在 70 節的滯飛情況下，

SA365 直升機可飛航 2.5 小時，

萬一 E-2C 預警機失事時，一趟

SA365 直升機的戰鬥搜救飛航可

全部吊掛，搭載能量沒有問題。

在聯合演訓期間，丹麥海軍

的梅林直升機也從所屬艦艇起飛

，接續降落於戴高樂號航艦上，

由於這些國家分享著同樣的飛操

程序，常常遂行這種艦艇間的起

降作業有助於盟邦間的相互可操

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提升。

對於歐洲國家海軍艦艇間這類直

升機起降，外界一般以 HOSTAC

玻璃座艙 

航電儀器數位化減

少飛行員負荷。

MICA 飛彈 

新一代空對空飛彈，為

飆風戰機制式武器。

副油箱

在中東地區執勤可

延伸飛航半徑。

空中加油管

受補航空燃油延續

飛航時間。

DDM 紅外線感測器 

通常與機背的雷達預

警接收器搭配。

起飛中的飆風戰機，藉由彈射器可將滿載的戰機彈射，可讓艦載機具備

與一般戰機同等的載彈量遂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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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來稱謂。

第 31 飛行中隊則操作 NH90

直升機，本次克里蒙梭任務期間

只配置 1架 NH90 直升機，只有

1 組飛航機組員與 12 名技術組

組員。NH90 直升機可配備 2 枚

反艦飛彈從事反水面作戰，除駕

駛外，其他組員是戰術協調官、

資深儀器操作官與 1名救護士。

在反水面作戰外，NH90 直升機

也擔負反潛作戰載台，機體可配

掛 2 枚 MU90 魚雷。此外 NH90

直升機也擔任人員拾回（PR）任

務，這種非戰鬥搜救的飛航任務

可運載 14 人。

丹麥海軍朱爾號

丹麥海軍在克里蒙梭任務期

間派遣朱爾號巡防艦參與演習，

並以 EH101 梅林直升機提供戰

演訓任務所需飛航架次。隸屬於

丹麥海軍 722 飛行中隊的 EH101

直升機，駐地為丹麥的卡魯普（

Karup）。本次任務期間以兩組

組員輪替，讓中隊組員經歷最多

的海外演習參與人數，每次出航

時除正副駕駛、救護士、機工長

、儀器操作士外，還增加另一名

機工長，儘量最大化受訓人數。

部署前的飛航訓練是免不了

的，這些訓練通常於丹麥境內完

成，直升機配屬於朱爾號巡防艦

後主要擔任戰鬥搜救、海域偵察

與後勤運補飛航。由於梅林直升

機機體較大，油料攜帶量較大讓

梅林直升機可增加滯空時間。由

於梅林直升機在遂行不同飛航任

務可輕易轉換，替丹麥海軍第一

次參與外軍航艦訓練時增添許多

光彩，讓克里蒙梭任務畫下完美

句點。

12 第 35 飛行中隊的 2架 SA365 直升機，主要擔任戰場搜救任務，設

計目標為即使 E-2C 預警機墜落時，有能量救助全體預警機組員。

3 直升機因為可以滯停與定點等特性，因此通常擔任反潛、垂直運補與

搜救任務，任務相當繁雜且吃緊。

4 丹麥海軍除派遣朱爾號巡防艦參與演習外，所屬 EH101 直升機也飛抵

戴高樂號航艦上磨練實際起降經驗。

新進的 EH101 直升機配備數位化航電

系統，飛航儀器都以大型液晶螢幕顯示

，減少飛行員負荷，這張圖片也顯示法

軍對於來訪記者相當友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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