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學位論文之研究動機，大致可分成四大類：即學理探索和印證、科技開展和

企業需求、社會需求和施政配合及個人（研究者）因素和家族事業需求。1本文

研究動機，應屬於個人因素。筆者投效軍涯服務，業已 30載光景，由於資質平

庸，才疏學淺，然在這知識爆炸時代，惟恐未能與時俱進，未來勢將無法面對問

題和困境的挑戰。回顧以往，深刻的記憶：國軍長期以來，一直為外界所詬病質

疑的負面刻板印象，無非是文化封閉保守，透明度不足，角色扮演不夠積極，衍

生「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當兵不如種田好」的觀念。因此，使得應有人

權與尊嚴，成為優質的專業軍隊，始終無法獲得文人政府及其他民間社會的肯定

與支持，進而阻止文武關係良性發展的契機。這或許是筆者單一方面的觀點，但

確實是一直常存心裡的結，特別是進入政大外交所後，在賴岳謙博士講授的「國

防政治學」這門科學中，瞭解到國軍由於長期僅著力內部軍務的強深度，而忽略

外在社會化的寬廣度，此乃不爭的事實；復又從國內文武關係研究甚深洪陸訓博

士有關此一領域的不少著作，油然間啟迪了筆者對此一學門的高度興趣與研究動

機。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名著《第三波》一書中探討民主轉型問

題之一，就是如何減少軍人干政和建立專業軍型文武關係。他並指出所有新興民

主國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就是必須遏制軍人的政治權力，使得軍隊成為克盡保國

衛民的專業組織。2回顧中華民國國軍與政治發展，發現國軍的角色隨著中華民

國政治的發展而演變，期間的文武關係類型亦隨之發生了變化。在大陸時期和轉

進台灣初期，文武關係屬「職業革命軍型」，國軍名為「國民革命軍」，用以推翻

實行三民主義之障礙；在台戒嚴期間警備總部依法統制地方行政及司法事務，實

施軍事管制與軍事統治措施；3解嚴之後，國軍已向「專業軍」邁進，尤其伴隨

國防二法通過、二千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文武關係更走入新紀元。依照國內學

                                                 
1朱浤源，《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2000年)，頁 73。  
2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209-231. 
3秦孝儀，《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74年），頁 1494-1495。 



者鄭曉時的觀點，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解嚴，實際上所具有的政治意義，並非軍事

統治的終止，而是「訓政」時期的終止；在政治發展上，從「訓政」向「憲政」

發展；在文武關係上，則指從「以黨領軍」到「政府領軍」。4 

對於我國何時展開第三波民主化，一般認為是民國 75 年民進黨成立，政府

開放報禁、黨禁和集會遊行限制，以及後來解除戒嚴令，從過去黨國威權體制逐

步轉型到多元民主社會。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經歷多次選舉試驗，我國已經具備民

主國家的雛型，且在 89 年第二次直接民選總統，開啟政黨輪替的先例，真正進

入民主轉型的下一個階段━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稱得上是一個民

主國家；自解嚴後以至政黨輪替迄今，短短十餘載的時間，政局穩定與否文武關

係居於重要關鍵地位。軍隊是少數具有否決能力的團體（veto group）之一，5 佛

瑞維（Taylor M. Fravel）就認為文人對軍隊的統制，對民主鞏固是一項艱鉅測試

（hard test）的過程。如果軍隊不接受民主的改變，通常造成的結果，不是民主

的崩解，就是政治發展會受到創傷。6幸運的是，我國解嚴後的文武關係，可以

說是相當平順，軍隊在此過程中相較於拉丁美洲威權轉型例子，不但不是扮演反

對者的角色，反而成為解嚴後迄今，諸多亂象的穩定力量。此一事實，儘管國情

不同，民主成熟度差異，以及實際運作時間長短有別，同時國內研究學者也提出

諸多質疑，甚至產生文武間互動的隔閡與歧異，但無疑的，在我國解嚴後的民主

過程中，文武關係的演進，無論對國家安全，憲政發展與國力強化等，其正面評

價仍多，此一結果，亦是筆者嘗試理解與研究的重要動機。 

貳、研究目的 

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的發展，「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的

議題逐成為我國解嚴後一項重大政治工程，也是觀察文武關係法制化進程的重要

指標。解嚴政策的實施，確實是開啟我國政治民主化的一件重大成就，它也放寬

了許多政治參與的限制，因此解嚴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實質意義：7 

一、軍事管制範圍的縮減與普通行政及司法機關職權的擴張：如平民不再受軍事

                                                 
4鄭曉時，〈政體與軍隊：台灣文武關係（1950—1987）的一個分析架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 5卷第 1期（民國 81年 11月），頁 152。 

5林佳龍，〈認清四種勢力的期待〉，《新新聞雜誌》，678期（民國 89年），頁 61-62。 
6Taylor M. Fravel,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for Taiwan’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e Post-Hegemonic Era, 
Taipei, Taiwan (June 2002), p.1. 

7謝瑞智，《憲法大辭典》（台北：國家發展策進會，民國 80年），頁 162。 



審判。 

二、人民權利的大幅增進：如人民的集會遊行與結社等自由，在戒嚴時期所受的

限制，也隨同解嚴而告解除。 

三、行政必須依靠法律：即國家一切施政必須遵循憲政常軌，貫徹民主政治。 

解嚴之後另一個顯著的特質是自由化與民主化在我國的政治轉型中，相互增

強並進。所謂自由化是指公民結社、言論出版、資訊流通和社會政治運動等之日

漸提升其自主性的趨勢。而在中華民國，自由化則指黨國逐漸減少對人民一般活

動的干涉與限制。至於民主化的意涵，係指人民主權及政治平等的理想在政治過

程中逐步落實，這種變遷包括擴大政治參與及國民黨的黨內民主，我國民眾要求

開放更多的公職民選以對選民負責，這需要合法化地與反對黨公開競爭，以建立

公平的選舉制度。8 在此轉變下，現代專業軍官不僅是「國防政策的執行者」，

也是國防政策制訂者和評估者；除具備傳統戰鬥技能訓練外，還需扮演「軍人兼

政治家」的新角色。9 換言之，身為現代軍官需要瞭解、關切，甚至學習「國防

政策制定過程」及如何透過合法管道享有公民應有的權益等，而非類似第三世界

國家軍人以干政的方式達到所望企圖。 

綜上所述，解嚴後民主化的過程中，文武間的互動更為緊密，息息相關。依

照不同的研究者與學科，研究的目的可以說包羅萬象，然而從學術或純科學角度

來看，不外乎包括以下幾個基本目的：1.探索 2.描述 3.解釋 4.預測。10本文的研

究目的主要為「探索」西方先進民主國家，有關文武關係界定、文獻與理論、對

照並觀察其具體實踐與影響，進而主軸「描述」我國在解嚴後文武關係之演進、

互動現況與發展，置重點於國防二法訂頒實施後文武關係之研析與影響。其研究

目的要點分述如次： 

一、探索相關文獻與理論模型，暸解我國解嚴後文武關係發展歷程及其影響。 

二、觀察解嚴後，在民主轉型以至政黨輪替過程中，國家政府的穩定與否，在於

文武關係的互動情形及國軍的角色扮演是否得宜等。 

三、瞭解國防二法頒布實施前後，國防體制變革與運行，以及憲法與國防二法之

                                                 
8張京育，《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台北：國關中心，民國 81年），頁 65。 
9Robert F. Hahn II, “Politics for Warriors: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Military Officers,” 

Project on U. S. Post Cold-Wa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http://hdc-www.harvard.edu/cfia/olin/pubs/no12.htm）. 

10朱浤源，前揭書，頁 87。 



制度設計對「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軍事專業」的影響與評估。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壹、研究問題 

一、以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文武關係理論，能否適用於我國，其標榜「文人統制」

「軍事專業」的具體成效為何？ 

西方民主化的試驗磨合，文武關係的研究發展已超過 70 年之久，對於我國

解嚴後僅十餘載的發展歷程而言，相去甚遠。復且歷史背景、民族習性、憲政法

統與現實國情等諸多不同複雜因素，因此，西方理論基礎能否適切移植，實非易

事，然則施行至今，無可否認尚稱平順，唯其後續發展，尚待觀察。 

二、解嚴後文武關係的互動歷程，是否有助於「軍隊國家化」的具體落實，以及

國家的穩定和生存發展？ 

軍隊是國家主權唯一合法暴力團體，也是國家生存安全的有力保障。當前我

國面臨極為艱困的處境，同時自解嚴後快速民主化，在兩相衝突下，國家生存發

展是兩難的決擇。在此可肯定確信的，文武關係互動的議題是一重要指標，因此，

「軍隊國家化」的具體落實與民主化及國家生存發展等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三、我國在政黨輪替，特別是國防二法實施後，文武關係的互動於法制面和運作

面有何瑕疵及問題？ 

國防二法於民國91年3月才公佈實施，文武關係的互動尚處於適應磨合期，

在新體制規劃中，基本上已充分展現文人至上的基本原則，亦即西方民主先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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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

二法實施後，仍有部分層面的瑕疵及問題，包括法制面和運作面，宜速謀求解決。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面臨問題時透過思維的過程尋求解決的途徑，通常是由

一個或是數個方法組成。研究方法的目的乃在能客觀地進行資料的蒐集，而研究

方法更是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的重心。研究方法的選擇必須依據研究問題

與資料來源及針對被研究的對象，來決定採取一種最適當的方法。11 軍事社會、

政治學發展至今，還沒有特屬專門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僅是社會、政治學的分支，

                                                 
11宋鎮照，《社會學》（台北：五南，民國 86年 8月），頁 97。 



在研究方法上，可借助社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本文因涉及政府與軍隊在台灣

的整個文武互動史，故採用社會、政治學常使用的研究方法，輔以西方民主國家

相關的研究成果，從資料蒐集、整理分析中，歸納出一些理論，彙整出具體的成

果。有關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如次：
12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study） 

又稱檔案探究法（archival data），茲因本文涉及總統、國會、媒體及民間社

會與軍隊在台灣的整個文武互動，檔案資料包括政府與民間機關所蒐集的文獻記

載和業務統計資料，舉凡制度分析、文武互動情形、法制化下角色扮演等研究觀

察，以及大眾傳播媒體資料的內容，作客觀中立的分析，綜以有系統地整理與描

述，此乃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 

二、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 

強調長時間的歷史過程與發展現象，通常以蒐集歷史演進或文明的重大事

蹟、過程、制度與發展結果，以觀察現代社會生活的起源或先例，進而瞭解其性

質和影響，並主要採行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文獻探討和理論基礎，印證結論及爾

後發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文主要以文武關係理論的觀點，探究中華民國解嚴後文武關係的互動現況

與具體實踐，時間範圍界定自民國 76年 7月解嚴後的民主轉型至民國 89年政黨

輪替後民主鞏固迄今；資料擷取亦以此範圍為重點。研究主題環繞我國解嚴後文

武關係的互動情形及法制化過程，換言之，本文重點在觀察我國民主化過程中，

文武關係能否落實「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的重要指標；

特別以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文獻及理論為典範，觀察印證我國文武關係的演變、

現況及互動關係，著重國防二法實施、政黨輪替後的軍隊的角色扮演等，概以綜

整描述文武關係的互動與理論模式的切合度，以及法制下的運作情形。 

貳、研究限制 

國際軍事社會學權威簡諾維茲（Morris Janowitz）認為軍事社會、政治學發

                                                 
12朱浤源，前揭書，頁 104。 



展最主要的限制，是來自民間研究者對軍事問題的輕視與排斥。13 我國一般民間

大學和研究單位，目前並未開設軍事社會學或軍事政治學研究課程，相關研究亦

十分有限。再者，軍隊的保守性格與保密措施，使得本研究的調查、取樣及實證

的數據資料獲得較為困難，對本研究將有所限制，並直接影響研究成果。此外尚

有幾項限制因素列舉如次： 

一、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最重要者是期望研究者不受情感因素的影響，以客觀中立

的角度去觀察分析，但因筆者係軍職身分，在研究過程中或可能摻入個人主觀因

素，似嫌未臻宏觀、圓融。 

二、由於筆者在此一社會科學領域的學養不足，外語能力欠缺，故於寫作中，難

免會有表達未盡周延，影響論文研究之深廣度。 

三、在理論方面，必須借重西方的研究成果，其所面對評估適用的取捨與判斷，

難免有缺漏或不及之處，筆者盡量以學習的態度勉力為之，期望先進指導。 

三、在經驗證據上，必須援引相關的外國資料作為輔証，並運用思辨力，才能對

本國有限和片斷的資料進行詮釋，時間急迫，咸感力猶未逮。 

第四節 論文架構與資料來源 

壹、論文架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問題性質、背景因素及重要性，並設定研究的全般結構，區分研究動機

與目的，研究問題與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論文架構與資料來源及相關重要名

詞界定等。 

第二章 文武關係文獻 

就文獻與理論部分，深入探究民主國家、共黨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及我國文

武關係的理論基礎，重點在於西方民主國家文人統制模型與專業軍人理論，試圖

在文武關係學上，提出研究途徑，加以分析歸納，藉以探討我國文武關係的互動

模式與爾後發展。 

第三章 我國文武關係的演變 

藉由我國文武關係的演進，即由戒嚴（威權）時期的黨政軍關係過渡到解嚴

                                                 
13Moriss Janowitz,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A World Perspective,” i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Essays, ed., J.V. Doorn (Paris: the Hague, 1968), p.17. 



後（民主化）時期的文武關係，檢證國軍在解嚴前後的角色扮演與表徵。 

第四章 憲政體制中文武關係的法制化 

闡明憲政法制化中文武關係的權責與角色，就憲政體制下的文人統制（總統

權責）、國會監督與國軍角色，探討其對文武關係的運作情形。 

第五章 解嚴後文武關係的實況 

就實務面向探討文武間互動的現況，在民主轉型期間以文人統治與軍事專業

的矛盾、戰略規劃與軍事專業主義為論述重點；在政黨輪替後的民主鞏固期間，

以軍隊對政黨認同趨向及國防二法實施後的軍隊角色為觀察重點。其次，以軍隊

和整個大社會各層面互動關係，包括總統、國會、媒體及民間社會，探尋實況與

理論之適切性及其影響。 

第六章 結論 

綜結本文研究心得、發現與興革建議。 

貳、資料來源 

本文相關的專書、論文、期刊、報章、雜誌、資料庫等資料主要來源如次： 

一、政治大學圖書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料室、政戰學校圖書館、成功大學圖

書館、國防大學圖書館，國防大學軍事學院戰略學部圖書室、國家圖書館、及與

政治大學、國防大學校際合作之大學院校圖書館。 

二、國防部軍務局（史政編譯局）印發之相關軍事參考書籍。 

三、學術網站（包括總統府、國防部網站）搜尋之相關資料。 

四、國內外各大報章雜誌及各大專院校之期刊學術論文等。 

五、洪陸訓博士私人典藏之中英文資料及個人自購之相關書籍。 

第五節 重要名詞界定 

由於人類害怕他人的侵害，所以建立起這些暴力的體制來保護自己；但從社

會生活的經驗中，人類竟然又對此一保護自己的暴力體制感到恐懼。因為人類開

始社會生活，有了專業分工就產生代理機構，問題也就發生了。首先，是個人授

權給集體，而這個集體由一些領導者代表；其次，將保護集體的戰鬥任務交付一

個特殊的部門負責，這也就是文武關係問題的來源。14 由於軍隊與社會所產生

                                                 
14洪松輝，〈美國文武關係中「文人統制」的理論與實際〉，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民



的關係十分複雜，文武關係研究的範圍不但十分廣泛，且是一多科際研究的學

門，而文武關係的意義為何？類型如何區分？重要名詞該何界定？故學者之間的

看法也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茲分述如次： 

壹、 文武關係的意義 

一、Huntington在《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中，將「文武關係」一詞定義為「武裝力量在社會中的角色」。他認為，文人與

軍人之間的關係，正如同勞工與資本家的關係、立法與行政的關係或美國與蘇聯

的關係，是兩個具體、有組織的團體為著相互衝突的利益，彼此競逐及討債還債

的過，15 基本上這兩股力量的互動也就形成文武關係。  

二、Sam C. Sarkesian從社會學的觀點主張，文武關係係指軍隊和社會之間，

其中軍事專家和重要政治行動者（actor）在行為模式和互動上所達到的均衡狀

態，以及軍事機構在政治行動上的權力運作，其認為文武關係包括多種互動關

係：其一，是軍事領導與軍事體系的關係；其二，是軍事領導與文人菁英關係；

其三，是軍事領導與一般社會暨政治體系的關係；其四、是軍事體系整體與社會

暨政治體系的關係。16 

三、Andrew J. Goodpaster認為，基本的文武關係只是一種單純的服務關係，

也就是軍隊對它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所擔負的責任。軍事體制是經由設計、運作及

支援以完成社會的特殊的目標與利益，特別是在安全上目標與利益，軍隊角色也

應附屬在出此一目標下，這也當是民主社會文武關係的全部。 

四、Claude E. Welch, Jr. 自較為廣義的角度詮釋文武關係，泛指此一關係乃

作為機構之一的武裝力量與其所屬的社會各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包括這兩

個不同機構之間的權力、統制及相互影響。在概念上，因為軍事將領、軍事機構

其價值與權力，與其相對的文人領導階層有所差異，因此就不太容易使軍事領導

者、政府決策者及意見領袖間產生水乳交融的現象，而會產生彼此的緊張與衝

突。文武關係的焦點是一個國家中，政府與武裝力量之間權力的相對分配。17 

五、Gwyn Hariis-Jenkins 認為「武裝力量與社會」一詞，指涉軍隊與社會體

                                                                                                                                            
國 87年 7月），頁 31。 

15轉引自洪陸訓，〈文武關係理論─西方民主國家的軍事專業主義模型〉，《復興崗論文集》，18期

(民國85年6月)，頁2。 
16轉引自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民國 91年 9月)，頁 6-7。 
17同上書，頁 7-8。 



系的複雜關係；而文武關係是其中的一部份，是總結存在於軍隊中各機構和社會

各部門之間有關政治利益的複雜網路。
18 

六、S. E. Finer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對文武關係一詞，分別從廣義及狹義兩個面向作界定：就廣

義而言，只關於社會上一般大眾和武裝力量成員之間相互所持的態度和行為；但

就狹義和特定的政治意涵而言，是指武裝力量和依法建立的國家公共權威之間的

主從關係。
19 

七、國內軍事政治學者洪陸訓則綜合指出，所謂「文」(civil)，可以狹義的

指政治統治者個人、領導菁英階層、政府整體或政府各部門，也可以包括廣義的

社會整體(政府)或社會各部門；「武」(military)，可以狹義地指專業軍人個體、軍

事菁英階層、軍官團、正規部隊、軍事體制的整體，或廣義地包括非正規部隊在

內的「武裝力量」(armed forces)。
20 

以上定義仍然複雜分歧，本文採廣義的解釋，意指實體意涵上的武裝力量及

其成員與文人政府、社會和人民的關係，以及抽象意涵上軍事權力與政治權力間

或軍事與政治間的關係。「武裝力量」包括正規軍（如陸、海、空三軍、美國海

軍陸戰隊、中共二炮部隊等各軍種）和非正規部隊（如後備、海巡、民兵、武警）。

21 

貳、文武關係的類型 

一般依各國政體性質和軍隊角色功能的不同，概分為三類：22 

第一類，是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文武關係，以美、英、法、德等國為研究對

象，強調客觀文人統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的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模型。這種模式產生於經由政黨競爭、選舉而建立的民主議會的

政治制度之中。軍人只參與國防相關的政策制定，政治上接受文人的領導和監督。 

第二類，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文武關係，以亞、非、拉丁美洲非共黨國家為研

究對象，強調軍人干政的禁衛軍主義（praetorianism）模型。此一模型具有多樣

                                                 
18同上書，頁 8。 
19同上書，頁 7。 
20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台北：麥田，民國 88年），頁 27-29。 
21洪陸訓，〈國防二法實施後的文武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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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22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前揭書，頁 391-392。 



的政治形式；或由軍人統制；或由軍人或官僚機構聯合統制；或由軍人、文人政

客和技術菁英聯合統制。 

第三類，為共黨國家的文武或黨軍關係，以中俄共為主要研究對象，強調思

想、組織滲透的共黨主義模型。此一模型是由一個單一而不容競爭的黨所統治的

政權。黨透過組織上政工制度的嚴密監控和思想上馬列意識型態的強迫灌輸，有

效地統制軍隊，軍人成為共產奪權、固權甚至權力的工具。軍人以其雙重角色身

分合法地參與政治、社會活動。 

本文特定選擇適合描述我國當前文武關係的是第一種模型，這一類型的核心

概念是「文人至上」（civil supremacy）。其理論基礎，23 來自德國兵學家克勞塞

維茲有關軍事與政治關係的古典概念和杭廷頓所提出的「客觀文人統制」模式與

具體主張。 

參、文武關係相關名詞界定 

     撰寫一篇報告或是論文時，對於文中使用到的部分專有名詞予以明確定義

或解釋以便與讀者能夠迅速瞭解其真正的意義，現僅摘要概述如次：24 

一、文人統制（civilian control） 

     傳統上，「文人統制」亦即「文人領軍」，一般被學者用於討論軍人在政治

社會中的角色。杭廷頓主張軍人應服從文人政府的領導，亦即軍隊的文人統制是

軍隊的政府統制。因此，文人統制的標準，就是軍人領導集團，以及通過他們武

裝力量整體對政府文人領導方向作出反應的程度。此一模型以軍事專業主義為機

制，在杭廷頓概念中，軍人團體是一個專業團體，具有專業技術、責任感和團體

意識。他並將它區分的主觀與客觀文人統制兩種模型；前者是削減軍人統制權力

至最低程度的最簡單方法，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擴張某些特定文人集團的權力，它

是透過使軍人文人化（civilianizing）並成為國家的模範以達到統制目的。後者則

是最大程度的培養軍事專業主義，更正確地說，它是關於軍人和文人集團之間的

權力分配，最有助於軍官團成員間專業態度和行為的展現，藉由使軍人軍事化

（militarizing）並成為國家工具以達到統制的目的。 

                                                 
23Karl von Clausewize, ed., On War,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tra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24所列相關名詞，均以筆者深入閱讀洪陸訓著《軍事社會學》、《軍事政治學》與相關文章後，摘

取重點陳述。 



二、軍事專業主義25 

    若干學者主張，軍事專業的獨特性，是由它的目的所決定的，這個目的就是：

「為國服役的暴力之管理」。早在1909年，哈克特（Sir John Hackett）就將民主

政治社會中武裝專業的功能定義為「奉命應用武力解決社會問題」。布勒茲

（Donald Bletz）則認為：「軍事專業者可被簡單地定義為，獻身於軍事專業之專

門知識技術、責任感和團體意識的職業軍官」。軍事專業主義為文武關係中客觀

文人統制的機制。 

三、專業軍人倫理（professional military ethic）26 

    杭廷頓的專業軍人倫理是「保守的現實主義」，它主張戰爭是政治的工具，

軍隊是政治家的僕人，文人統制是軍事專業主義的本質，杭廷頓在專業倫理的內

涵上，強調忠誠和服從，視之為最高的軍人美德。 

四、軍人心態（military mind）27 

    根據杭廷頓的看法，「軍人心態」意指在履行職業軍事功能時，先天上所具

有的價值觀念、態度取向和對未來的認知，基本上是保守的。它相信人類欺軟怕

硬的弱點，並視戰爭為不可避免；具有既能支持民族主義，也能欣賞和平主義的

情懷，並相信有備無患和外交承諾的有限性。 

五、保安警察力量（constabulary forces）28 

     簡諾維茲所提出的保安警察力量，他認為國際關係中對武力的使用，已由

軍事力量（military forces）變為保安警察力量，其不同之處，在於保安警察力量

使用最少的武力，尋求良好的國際關係而非追求勝利，保安警察力量概念兼顧戰

略嚇阻和有限戰爭。 

六、禁衛軍主義29 

    有關第三世界國家軍人干政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要推諾德林格(Eric A. 

Nordliger)於 1977 年所著《介入政治的軍人：軍事政變和政府》一書。它將禁衛

軍主義或軍人干政主義界定為在某種情況下，軍人藉實際運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

                                                 
25洪陸訓，〈軍事專業定義之興起及其內涵─杭廷頓的軍事專業主義論〉，《復興崗學報》，57期(民
國 85年 6月)，頁 36-40。 

26洪陸訓，前揭文，頁 51-55。 
27洪陸訓，〈文武關係之理論、研究途徑和類型學〉，《東亞季刊》，26卷 1期（民國 83年 1月），
頁 63。 

28洪陸訓，〈文武關係理論─西方民主國家的軍事專業主義模型〉，前揭文，頁 21-22。 
29洪陸訓，〈文武關係之理論、研究途徑和類型學〉，前揭文，頁 64-67。 



力而成為主要的或優勢的政治力量的一種情況。 

七、衛戍型國家（garrison state）30 

     據拉斯維爾（Harold D. Lasswell）的研究，「衛戍型國家」衛戍狀態並非一

個單一的政權，而是一種世界性的，傾向於「暴力運用者佔統治地位」的趨勢。

換言之，它是一種掌握武力者傾向主宰國家政權的一種歷史趨勢。亦即是這樣一

種世界，在其中，暴力專家們是社會中最有勢力的集團。衛戍狀態是種政治秩序，

它把軍事力量視為最高的目標和價值。 

八、全民皆兵型國家（nation-in-arms）31 

     拉波帕爾特（David Rapoport）可視為對此一類型最有研究的學者。他對「全

民皆兵型國家」的定義是：「⋯把軍事訓練作為主要的文職保證（civic bond）」，

其構想則是一整套強有力的文職機構加上一個較少的軍事組織。而軍事組織的運

行主要依靠大量的徵兵和後備軍人，最關鍵的特點是軍事部門和文職部門已深度

整合，符合杭廷頓的主觀文人統制體系中最典型的例證。 

 

 

 

 

 

 

 

 

 

                                                 
30同上文，頁 59-61。 
31同上文，頁 7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