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陸章 結 論 

倘若，主權國家政治制度的普世價值是「民主」，文武關係當今的至上圭臬

則是「文人統制」，此一觀點，或許尚存疑惑，各國能否一體適用，同形運作更

值商榷！事實上，綜觀國際情勢發展，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的影響

力，無疑的，在此一體系中，歐美先進強權國家，特別是美國，其所標榜民主制

度下文人統制的文武關係，一直是主流價值，各國仿效遵行方向，當然我國亦不

例外，不過，任何制度和組織，實難完美無暇，惟與時俱進，始可確符時需，進

而設計可長可久的體制。 

本文研究重點也就試從美國的文武關係理論、制度與實踐為典範，同形移植

施行，由前論述，美國歷經 70多年的磨合仍存矛盾，而我國解嚴後短短僅十餘

年，此時斷下評論尚言過早。然而，我國文武關係的演進與實際互動，即在不斷

變遷發展中漸趨成熟。解嚴後民主轉型是一關鍵指標，政黨輪替後民主鞏固更是

重要觀察，尤其，國防二法實施後，「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軍事專

業」等，正是政治發展熱烈討論的議題。此一發展過程，誠如緒論研究問題所述，

理論與實際的觀察印證，對於國家安全、文武關係的發展，均是良性正面的，然

則，經本文綜合描述後，實際上問題履現不窮，尚須精研策進。 

壹、研究發現 

按照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理論而言，也就是從戰爭指導的角度討論，戰爭是

政治的延續，軍隊是政治的工具，在與戰爭相關的政策及行為中，實在無法清楚

地劃分文人與軍人間的責任界線。筆者亦非認為在國防事務中可以清楚的劃分軍

事專業所屬的領域，哪些領域以外是文人不可侵犯的。再者，文人統制是實現民

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因此，文人對國防政策應享有最終決定權。但基於文人與軍

人畢竟各有專業，現代戰爭更是高度的科技化與專業化，而軍隊與一般社會在文

化上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因之，我們不應期待文人與軍人間不會針對國防政策起

爭議。當軍人的主張必須完全順從文人或是一般社會大眾意見時，文人統制與軍

事專業之間必然會有牴觸。特別是我國的情形尤然，長期沒有戰爭的考驗，無論

是文人或是軍人都容易對備戰產生某種程度的輕忽，而文人在國內政治以及民間



社會的壓力下，很可能採取一些符合政治要求但不利於建軍備戰的決策。1 

現以美國的文武經驗作為參考指標，我們不難發現作為軍方的專業意見代表

的聯參主席，在整個戰略規劃作業中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尤其是在軍事作戰

以及戰力整備等領域中，軍方的專業知識與經驗是相當的被尊重與依賴的，卽令

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擁有龐大的幕僚單位，仍無法取代聯參本部的軍事專業功

能，美方人士也無意如此運作。2 事實上，在高尼法案實施後，美軍各軍種仍擁

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及對建軍的影響力，就以2001所公佈的4年國防總檢（QDR）

而言，軍種首長都曾積極參與其中討論與諮詢。3 這表示強勢的倫斯斐部長仍相

當尊重軍事專業與意見。從軍事專業角度而言，美國學者亦極力呼籲軍方積極從

事具建設性的政治對話，惟有軍方高層領袖依據專業勇於表達意見，才能健全國

防戰略規劃思考，避免過度政治性的考量，以致喪失專業客觀的建言或決策。4 

當前我國的國防組織改革尚在起步階段，無論是一般社會大眾或關心國防事

務的人士，均對相關改革充滿期待，並希望藉著文人理念注入國防事務的管理，

能夠將國防戰略規劃工作更加合理化與制度化，惟當前國內泛政治化現象相當嚴

重，如何將國防事務導向專業化而不受政治因素影響，將是未來推動國防建設與

組織改革所要面對的挑戰。本文旨在呼籲尊重軍事專業而非否定文人統制，期盼

國防建設與戰略規劃能在理性討論下進行，不要受過多政治因素影響。 

 

一、就落實軍隊國家化而言   

軍隊國家化為文人統制重要指標之ㄧ。我國軍隊表現對憲法的效忠是民國

89年3月18日的總統選舉，原被軍方視為「三合一敵人」的民進黨當選總統的

                                                 
1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義務役期的縮短，在募兵制採行之前，役期縮短絕對不利軍隊的訓練與戰力

維持，但基於一般社會的要求，此項政策也就順利實施。 
2John Hillen,“Servants, Supplicants, or Saboteeura: The Role of Uniformed Officer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Organiz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Douglas Stuart 
ed. (Carlosle: U.S. Army College, 2000), p.228.  

3Vince Crawley, “Service Chiefs Working With Pentagon to Shape Strategy,” Air Force Times Vol.61, 
No.52 (July 2001), p. 9. 

4Sam C. Sarkesian, “The U.S. Military Must Find its Voice,” Orbis, Vol.42, No.3 (Summer 1998), pp. 
423-437. 



當天，參謀總長湯曜明隨即公開表達了對新產生的元首和文人政治的支持和效

忠。5 這顯示了我國軍人已能接受民主遊戲規則，服膺民主法治的政權繼承方

式，不至於像某些第三世界國家，軍人常介入選舉，或干預政黨輪替。不過，至

今所看到的軍方對憲法和新政府的擁戴，皆來自高階將領和軍方宣教機構的表態

和宣示，長期受國民黨教化的中、下層軍官，其心態如何，目前還沒有實證的檢

驗，國軍「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仍不時有人提出質疑。6即使軍方文宣政教

機構不斷強調國軍是維護憲法和人民的福祉而戰，但是目前憲法中的政治體制不

明，國家認同和發展方向缺乏共識，以及如果改變現狀而導致武力衝突時，軍方

和官兵是否具有明確認知和行動準則，仍然有待觀察和努力改善。 

二、以軍隊能否實踐政治中立來說 

可以由軍方對其所屬成員有關政治活動的規範和各成員遵守的程度來做觀

察和衡量。國防部除了依據〈國防法〉第6條有關保持中立的規定，並研訂「國

軍現役軍人及軍事學校學生參與政治活動宣導注意事項」共十條規定（前述附錄

二），頒布軍中實施。由其內容來看，還算合理，既限制政黨介入和避免軍人干

擾選舉，也保障了軍人依法參政的權利。最明顯具體表現軍隊保持中立的是2000

年總統選舉和立委、縣市長選舉期間，軍方事前宣示保持中立的立場並約束官兵

不可介入選舉的作為，而事後卻也少有傳聞軍人介入輔選情事，雖獲得民意和學

者的絕大多數肯定，但爾後仍值持續觀察。 

三、在軍事專業互動的議題上 

首先必須清楚認知文人統制應植基於對國防事務之專業與經驗，而並非是僅

僅引進文人參與國防決策。因此，在強調文人統制之際，當局應深刻體認文人缺

乏相關軍事專業經驗的客觀事實，我國目前仍由軍人背景的文人部長主導，文武

關係未有爭議，惟將來真正文人部長及更多文職人員入主國防部後，文武關係之

發展即有可能產生爭議，宜及早因應謀求解決或補強。 

                                                 
5《聯合報》民國 89年 3月 19日，版 3。 
6《中央日報》，民國 90年 7月 2日，版 1。美國國家戰爭學院於民 90年 6月中旬應國防大學邀
請訪台，發現部分將領對執政當局諸多不滿。 



四、從國防二法實施後文武互動關係的瑕疵方面觀察 

在現行國防二法規劃中，基本上已充分展現文人至上的基本原則，亦即前述

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文武關係模式，當然包括軍隊國家化和文人統制機制。不

過，我國防二法實施後，仍有部分層面，包括法制面和運作面值得來探討。 

（一）總統與行政院長決策權爭議 

依據國防法設計的國防體制，雖將國防部長納入「總統-部長-參謀總長-三軍」

的軍令指揮系統中，並肩負軍政、軍令、軍備之責，但位居部長上屬內閣長官的

行政院長卻未納入，而軍政、軍備事務均須經過院長。由此觀之，總統做為三軍

統帥軍隊指揮權的地位絕無疑義。問題在行政院長是否可就軍事議題直接指揮國

防部長，即行政院長是否納入體系，都應明確律定，避免造成爭議。 

（二）忽略副部長代行職權功能設計 

國防部設副部長二人分長軍政、軍令、軍備，軍令則由參謀總長負責，並無

首席或執行副部長，或類似其他部會的政務次長，若部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誰

代理，並不明確。7 國防部這樣的設計，主在著重專業分工，卻忽略了代行職權

的功能，對常涉兵凶戰危、瞬息萬變的國防業務特性而言，誠屬弊多於利，值得

檢討。且初期國防二法實施，由二元化為三元的軍政、軍令、軍備使事權更如分

散，尤需整合介面及業務協調。另國防部組織法第十三條規定：「國防部設部長

一人；副部長二人，特任或上將。」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條例第六條規定：「參

謀本設置參謀總長一人，一級上將」。如此將產生一級上將幕僚長的參謀總長與

二級上將副主官的副部長間主從隸屬的問題，都深值思考。 

（三）文人政府各部會因應作法不足 

各部會如何發揮憲法和國防法所賦予不同的任務協調，及對統制軍隊權限的

劃分和發生爭議、衝突時的處理，以及文人國防部長任用和國防部至少三分之一

的文官，其職位分配如何規劃和培訓，軍人如何服從文人的決策和命令等等問

                                                 
7丁樹範，〈實施國防二法的意義與未來展望〉，《國防政策評論》，2卷 3期（民國 91年），
頁 6-33。 



題，如何善加解決，都有待往後的努力。8 行政院長更應積極主動協調各部會，

整合國家總體戰力，以建立穩固的全民防衛體系。 

（四）國安會的角色與功能值得重視 

國防部組織法第七條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方針或應為國防重大緊急

情勢，得召開國安會議。」此一設計，將「國家安全會議」納入國防體系中，有

助於整合決策的各機構（如府、院、軍、情）。問題是國安會是專業諮詢機構而

非一般決策機構，其權責、會議共識，如何轉化成具體策略，仍有待釐清。 

（五）軍事專業與文人政府決策控制機制 

杭廷頓的軍事專業主義論，學者批評之處，是他主張軍人應與政治嚴格劃清

界限，只專注於軍事專業能力和專業素養的培訓與軍事專業任務的執行。但事實

上，不僅發展中國家難於做到，在民主國家也難於實施。特別是進入後冷戰時期，

隨著戰爭型態的改變，軍人要完全避開政治與社會影響，客觀環境上和任務需求

上都不可能。9 尤其我國目前正處於首次政黨輪替，軍人在「國家、責任、榮譽」

信念上，及專業軍事領域上與文人政府有所不同時，如何把握分寸、有為有守，

不僅需要使之制度化，也需要文武領導者的決策智慧。 

我國國防二法前（91）年三月才公佈實施，文武關係的互動也還處於磨合期，

因此，要以目前的情況來衡量其功效，實言之過早；新體制在文武關係中扮演的

角色也有待適應與調整。但無論如何，其所標榜的軍隊國家化和文人統制的宗旨

與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這在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是一項成功的指標。民

主政治體制中的文武關係對於我國而言，還是新課題，仍有待文武雙方從互動去

學習和體會。 

貳、興革建議 

解嚴後，國軍的角色丕變，軍人的地位與形象亦與以往不同。然而，從民主

發展的角度而言，軍隊不再是社會的控制者，軍隊國家化正是現代民主國家的進

                                                 
8洪陸訓，〈我國國防二法通過後文人領軍的觀察〉，前揭文，頁 7-38。  
9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前揭書，頁 250。 



步表徵。後冷戰時期，美國涉入國際事務本質性改變，因而擴大傳統國家安全的

概念。美國現今國家安全政策擴及國內事務，關心經濟、城市犯罪、恐怖活動、

掃毒、及環境重建等。國外亦增加涉及非戰爭性活動，包括「和平維持」「低強

度衝突」等。在此轉變下，現代專業軍官不僅是「政策的執行者」，也是政策制

訂者和評估者；除具備傳統戰鬥技能訓練外，更應加強與文人政策制定者間互

動，不會弱化而增強文人對軍隊的控制。10 新的國防體制實施，由上述的觀察中，

我們可以瞭解有些制度顯露瑕疪。文武雙方對本身角色的認知和扮演，也都處於

磨合期，其彼此分際如何把握，都尚須努力，尤以社會對文武關係發展期望甚高，

均有賴雙方一致努力。 

一、重視社會脈動與國會監督 

解嚴以前，國防部對於整個民間社會而言，是一個相當封閉、保守，凡事皆

屬機密的政府部門。在立法院審查預算時，經常以「極機密」方式處理，造成社

會及國會溝通不良現象，以致產生誤會。11 解嚴後由於民主開放運動蓬勃發展，

及國防部觀念改變，開始重視國會，強化溝通管道，特於民國81年7月成立國

防部國會聯絡室，用以落實與國會間之業務聯繫及中央民意代表服務功能。雖

然，目前有溝通及運作管道，仍有精進空間，例如，進一步強化定期、不定期座

談與聯誼，主動說明國防政策與變革，使立委、媒體及一般社會大眾解解；賦予

立法院調查權，以揭發和防杜軍中重大弊端；立法院內設國防專業幕僚與補助機

構，以提供立委諮詢和監督之資料分折等，都是可行的作法。12 

二、透過憲法及法律修訂，明確規劃行政院長及國安會職權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平、戰時均負有整合及支援軍事作戰職責，故

宜將行政院長納入指揮鏈中，使軍政軍令真正一元化，形成上下一貫的完整體

系，並使總統權責相符、接受文人監督。國安會既以總統為主席，亦為總統的諮

                                                 
10蘇進強，前揭書，頁 20-32。 
11彭錦鵬，〈國防部與國會的溝通制度－美國與中華民國經驗比較〉，《軍隊與社會》（台北：業強，

民國 86年），頁 56。 
12陳水扁、柯承亨，《國防黑盒子與國防白皮書》（台北：福爾摩沙基金會，1993），頁 206-208。 



詢機關，而又將行政院長納入會議中且規定接受立法院監督，則其角色功能如何

釐清和定位，實值得深入思考。13 

三、建立國防文官制度 

我國涉及國防安全之文人機構，包括國防部、國安會、國安局、海巡署等機

構，應儘速配合相關部會訂定考選、任用相關規定，避免壟斷，初期雖可考量由

軍轉文，但就長遠而言，宜速建立國防文官制度，聘任文人，以符文人統制政策。

《國防法》第十五條規定：「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編制員額三分之ㄧ。」

此三分之ㄧ文官應配置於那些職位、層次？如何徵選、培訓和派任？實有待進一

步審慎規劃和落實。譬如近期由我國國防部委託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主辦的「戰略培訓班」，就首次有文官參加。14
這樣的人才培訓，有助於提升我

國未來國防政策擬定的視野，更有助於培養文職人員對於軍隊事務的瞭解。 

四、確立副部長代行職權功能 

行政院各部會，均沒有副部長編制，副首長均以政務或常務次（或副主任委

員）區分，政務次長即為部長當然代理人，而常次則各以其專業，負責特定業務，

可說權責分明。因此，國防部合理設計應該是部長下設一位全權代理的副部長，

並應對國防事務有全盤深入瞭解，以便協助部長及必要時負起代理的任務。15 

 

五、提升國防決策品質，強化聯合作戰能力 

新國防體制調整後，對作戰部隊戰力的發揮可能有重大的影響，尤其部隊剛

經過「精實案」的大幅整編，更應謹慎實施。過去各軍種隸屬於參謀本部，彼此

執行各項任務相互瞭解，如今各軍種附屬於國防部長之下，一方面要重新摸索彼

此互動與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又須籍各項見習訓練，熟練聯合指揮機制，以避免

形成戰力間隙。雖然近年來國防部在國軍聯合作戰能力投注了相當努力，但其成

                                                 
13洪陸訓，前揭文，頁 5-22。 
14此課程將以「國際關係與區域問題」、「美中台關係」、「反恐怖主義與國土防衛」、「戰略規劃」
以及「軍事系統的文官與軍人關係」。 

15顧崇廉，〈國防二法實施後我國防決策運作之探討〉，台海安全與國防戰略研討會，財團法人台

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主辦，民國 91年 10月 20日，頁 66。 



果顯然無法因應未來戰爭實際需要，仍應透過國防決策組織調整、提升三軍聯合

作戰能力、靈活運用軍事研發與採購（研發）精良武器裝備、落實戰備訓練，以

厚植國防軍事力量。 

六、堅持與爭取認同軍事專業主義理論 

在新國防體制下，強調文人統制之際，如何平衡文武關係是國防組織改革過

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尤其彼此的專業及文化不同，雙方對相關軍事問題必然

有差異，特別是我國長期沒有戰爭的考驗，都容易對備戰產生某種程度的輕忽，

而文人在國內政治及民間社會壓力下，很可能採取一些符合政治要求但不利建軍

備戰的決策。例如，近期國軍實驗募兵制度之「招募志願士兵規劃」，國防部即

未依國軍部隊的需求，提出專業的意見與文人政府及立委溝通，而一昧的順應立

法委員意見，並由立委建議改以專業需求高的部隊實驗，招募人數調整等。16 

七、釐清並明確律定軍人在憲法和法律上的政治權利 

對於軍人參予政治活動的規範，前述國防部之建議未來在《政黨法》中加以

明文規範，即使軍人在下班以後也不得參與政黨活動，這項立意良好，也代表軍

人對於「政治中立」的尊崇以及自我期許的高道德標準。但是在民主法治國家，

任何一項規範都不應與憲法有所抵觸。對於在法律中明文規範軍人不得參與政黨

活動仍然是有爭議的，例如，「政黨活動」的定義不清，17 限制公民參與政治活

動也與憲法有所抵觸。18 因此，對於軍人參與政治活動與競選活動應該只作最低

形式的法律規範，例如：軍人不得擔任候選人、助選員等等；至於更高層次的道

德要求或是具又象徵意義的高階軍官要求，比較適宜以慣例行之，而不宜以明文

法律規範。19 

                                                 
16《聯合報》，民國 91年 11月 26日，版 6。 
17例如：登記加入某一特定政黨，是否算「參加政黨活動」？如果算是，當時參謀總長湯曜明在
國民黨黨員重登記時，也主動重登記為黨員，直到今年出湯曜明總長進路內閣當中擔任國防部
長，財經由國民黨考紀會決議「停權」處分。 

18《中華民國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自由」。 
19《中國時報》，民國 89年 6月 17日，版 2。美軍於 1986年頒佈「武裝部隊人員政治活動」，被
允許的部分有：（1）登記為選民、投票、表達個人意見，非表達軍隊意見；（2）捐款給政治團
體：（3）在不穿軍服的情況下，以旁觀者的身份參與黨派性或非黨派性的政治活動。不被允許
的有：（1）利用官方權威或影響力干預選舉，或特定的候選人或政治議題拉票，或要求其他人



八、國防部長宜由文人出任 

國防部長固然以具備國防專業知識或國防決策、計畫經驗的文官優先選任，

但是因它主要是從事政策領導而非政策執行，如能把握目標決策方向，透過資源

分配、人事任免和督導權力的運用，在參謀總長軍事幕僚長的提供諮詢和龐大國

防部專業文官幕僚的協助下，部長應可勝任其職。目前民選文人總統之統御三

軍，民選立委擔任國防委員，雖然其選前相關軍事背景與專業知識不足，但上任

後，在幕僚和助理協助下，仍能相當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和扮演其適當角色。因此，

我國文人部長在當前環境中已有其適切性。20 

舒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曾指出，民主轉型完成須具備這三項指標：21 1.

政黨輪替執政有其真正的可能性；2.會因為輪流執政而造成政策改變；3.文人控

制軍隊的制度已經有效建立。若以此三項指標檢視目前中華民國政治現況，由於

二千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的結果，與第一項指標吻合，由於「政黨輪替」的

結果，乃造成政策的改變；國防二法完成立法，更說明文人統制軍隊的制度已經

有效建立。吾人審慎樂觀以為，由於軍隊國家化的落實與國軍「專業主義」精神

的建立，將成為服膺憲政體制、效忠二千三百萬同胞，而受到全民支持的專業化

軍隊。 

 

 

 

 

 

                                                                                                                                            
政治捐獻；（2）擔任文職選舉之候選人；（3）參與黨派性之政治管理工作、競選活動或政黨大
會；（4）捐獻競選經費給軍人或公務人員。 

20劉立倫，〈文人統制與軍文關係〉，《和平論壇》，國防二法之實施與台海安全座談會論文，民國
91年。 

21Robert F. Hahn II, “Politics for Warriors: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Military Officers, ” 
Project on U.S. Post Cold-Wa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ttp://hdc-www.harvard.edu/cfia/olin/pubs/no12.htm）. 
Adam Przeworski,’ “The Games of Transition”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ited by Mainwaring’ Scott O’Donnell 
Guillermo and Valenzuela, J.Samuel(Indiana University of Norte Dame Press,1992).p.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