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武關係文獻探討 

文武關係的研究起源於 1930年代的美國，當時主要是針對一次大戰後，法

西斯主義（Fascism）、納粹主義（Nazism）與共產主義的崛起，由此引發世界局

勢的緊張及學者研究的動機；文武關係研究領域，以其政體性質之不同，大致上

可分三大類（如前述），各有其不同的模式和研究社群，其研究範圍目漸擴大，

研究主題更趨多元，國內部分，這一領域發展至今，雖也累積豐富的文獻，且在

科技整合趨勢下，發展出軍事社會學，逐漸形成軍事政治學，更引起關注，然其

文獻作較詳細介紹，仍然有限，在威權時期，政府因安全政策上需要，對中共黨

軍關係曾經相當程度重視與研究，其論點，基本上從黨軍領導菁英的權力鬥爭來

分析。 

對於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文武關係的研究則更加匱乏，除了少數對個別國家

的個案稍有涉及，1 綜合性的研究更少。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政治發展論》書中

陳鴻瑜除簡單地涉及軍人的個性、對現代的作用、干政的方式和干政的結果以

外，他將軍人干政原因歸納成八項：軍事力量易於干政；制度化低；軍人利益侵

害；軍人升遷受阻；文人執政失敗；文武間價值觀之衝突；文人政爭；缺乏軍人

專業精神。2 李鴻禧在<軍隊之「動態憲法」的法理分析一現代「國家白血球症」

生理與病理>一文中,從「文人統制」的法理觀點和實際運作面，評論軍事政權的

形成、運作和仰制，文內亦簡略涉及軍人干政原因，特別強調殖民帝國對殖民地

的統治造成的後遺症。3 另一學者孫哲也提到軍人干政的方式和軍隊在政治中的

作用。4 最近也發現已有學者將國防安全與軍事納入國際政治範疇5。最後，在

法學研究領域方面，陳新民從軍事憲法面向探討德國文人統帥權、國會監督和軍

人權益等議題，有助於對文人統制的理解。6 不過，這些文獻中，部分是綜合性

論述，涵蓋不同類型的比較分析或理論、途徑、類型論的建構。這些文獻中多數

雖以「文武關係」為論述主題，但所涉範圍常廣泛地涉及軍事政治領域，以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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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力量與社會關係。 

本章採按政體性質及軍隊角色功能不同方式，依文獻發表先後，選擇具代表

性著作歸納其理論基礎，重點以適合我國政體現況的西方民主國家的軍事專業主

義模型或民主模型，作較深入的探討。其中以杭廷頓的文人統制模型和簡諾維茲

之專業軍人理論為論述主軸。 

第一節 民主國家文武關係文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是「武裝力量與社會」這一領域的研究開始受到關注

的時期，也是軍事社會學和軍事政治學形成的初期，此一時期的研究社群，社會

學家多於政治學家，特別看重軍人心理行為和小團體的研究，其中以司托弗

(Samuel A. Stouffer)所領導的研究團隊最具代表性。7 研究對象主要是大戰中的軍

隊團體及其成員。重要著作有德米特爾(Karl Demeter)完成於 1935 年的開拓性研

究—《德國軍隊與軍官》(Das Deutsche Heer und Seine Offiziere)，這是第一部大量

汲取歷史學和社會學的方法論，對軍事人員這一特定社群所作的廣泛和重要的歷

史學、社會學研究，是他對這一領域研究的重大貢獻，他的著作不僅是對韋伯(Max 

Weber)關於軍事機構的精闢而深入分析的一項發展，也是對 1937 完成的《軍事

主義史》一書的寶貴評論，該書也為「軍事主義」和「軍事方式」(military way)

提供了清晰和值得重視的區別，為後來有關軍事組織和軍事專業的社會分析，提

供頗有參考價值的模型。司扥弗等人的部分研究成果發表於 1949 年出版的《美

國士兵》一書中，該書致力於分析對陸軍生活的適應和對戰鬥與停戰的反應，涵

蓋的主題範圍包括種族關係、凝聚力、士氣、溝通和說服力等，也對社會學理論

的建構和軍隊人事政策的策訂與執行貢獻很大。 

    其次是拉斯維爾發表於1941年的經典文章—〈衛戌國家〉(或譯為〈警備國

家〉)，8 一般稱之為文武關係的始創者，他根據早先的概念陳述，重新修正對

持續處於戰爭威脅的先進工業化社會的軍事主義危險的分析。其基本假設完全摒

棄早期的軍事獨裁的觀念，因他認為在這些先進社會中的軍事化和軍事主義，不

可能、也不應會表現為軍事精英的直接統治，而是顯現為軍人進入傳統上由文人

                                                 
7Samuel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Combat and Aftermath Vol. I-I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8Harold D. Lasswell,“The Garris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6 (1941), pp. 

455-468. 



精英扮演的政治角色。從某一角度來看，拉斯維爾是以美國的政治文化為出發

點，旨在以傳統的自由民主標準，警告美國未來的文武關係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對抗形成冷戰局面，期間的韓戰和越戰使軍人個體

心理、部隊士氣和初級團體持續受到關注以外，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政局不穩，

軍人干政和軍事政變頻繁發生，引起許多政治學者的研究興趣，特別是在 60-70

年代，相關文獻的出爐，例如杭廷頓、簡諾維茲、范納爾、諾德林格、威爾奇和

斯提藩等人的著作，極具代表性。他們所提出的理論或觀點，都具有相當深入的

導引性。 

    最重要的發展表現在兩部經典著作，一部是杭廷頓 1957 年完成的《軍人與

國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另一部是簡諾維茲1960年寫成的《專業軍人》（The Professiona Soldier: A Soca and

Political Portrait）。兩項研究共同觀點，強調了軍官職業是一種專業，具有某些增

進效率和責任感的特質。茲概述如次：

l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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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杭廷頓的文人統制模型 

在《軍人與國家》一書中，杭廷頓認為軍官階層是一項充分發展的專業，因

為他相當程度的顯示出理想型專業模式的三個主要特徵：專業知識、責任感和團

隊意識。可以總結為是對致命性暴力的專門知識，自我認同的團體意識，以及對

更大團體的最終責任感。他的專業承諾意識是由反映一套精心灌輸的價值、態

度，亦即軍事倫理所塑造成的。這些被認為構成一種獨特的專業觀或軍人心態，

簡言之，是現實主義和保守主義，因此，文武關係最多問題的核心就是武裝力量

與社會中其他團體之間相對權力的問題。杭廷頓試圖找出防止武裝力量干預民主

政治運作和人民自由生活的途徑，他的核心概念就是透過軍事專業主義來達到文

人統制。 

傳統上，「文人統制」一詞常被學者用於討論軍人在政治社會中的角色，但

是，學者們對此一概念並未給予令人滿意的界定，杭廷頓是首次對它明確界定的

權威學者。他假定，文人統制涉及文人和軍人集團的相對權力。也假定文人統制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文人集團權力的增強及軍人集團權力的削弱而得到的。但

是，同樣也可假定，文人統制不需要所有文人集團具有比所有軍人集團更大的權

 
9本節內容主要參考洪陸訓著《軍事社會學》、《軍事政治學》二書後，摘取重點陳述。 



力。易言之，文人政府領導階層的權力和軍人集團的權力之間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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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界定文人

統制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軍人權力減至最小程度？這一目標可以藉由兩個全然

不同而互相對立的方法達到，杭廷頓稱之為「主觀文人統制」和「客觀文人統制」。

10 也就是最大限度擴張文人的權力和和最大程度提高軍事專業主義。 

一、主觀文人統制 

最大限度地擴張文人的權力，削減軍人統制權力。文人統制的一般概念被視

為一個或多數文人集團的特殊利益，主觀文人統制，因而涉及文人集團間的權力

關係。它成為一個文人集團以犧牲其他文人集團作為加強本身權力的手段。它變

成一種像「國家的權力」的工具性口號而非目的本身。文人統制此一口號被無法

掌控軍事權力的文人集團，用於和其他擁有掌握軍權的文人集團進行鬥爭。主觀

文人統制模式的本質，是文人和軍人集團之間，或文人和軍人價值觀之間，缺乏

任何明顯的界限。主觀文人統制因而反應不同文人集團利益衝突的多種形式存

在，而客觀文人統制只以反映軍人集團自主要求的單一形式存在。主觀文人統制

在其歷史上各種表現形式中，被認為將特定的政府機構、特定的社會階級和特定

的憲法形式的權力擴大到最大限度，亦即顯示出主觀文人統制的多樣性：
11 

第一，政府機構的文人統制。在十七、八世紀的英國和美國，軍事力量一般

在國王統制之下，「文人統制」的口號被議會團體用於增強他們相對於國王權力

的手段。議會統制被用作削弱國王的權力，而非削減軍隊權力的手段。在 1950

年代的美國，國會與總統從事權力競爭中，「行政部門認為文人統制即總統統制，

因為國會組織過於龐大而鬆散，無法有效統制軍事力量。國會則認為文人統制即

國會統制，因為國會比總統更接近人民，總統似已成為軍事顧問的囚犯」。不過，

國會和總統基本上均關切到行政和立法之間而非文人和軍人之間的權力分配。 

    第二，社會階級的文人統制。十八、九世紀的歐洲，貴族和中產階級爭奪軍

事力量的統制，各階級視文人統制乃為本身利益著想。不過，由於貴族階級通常

獨占軍事力量，中產階級集團視貴族統制為軍事統制，兩個階級在當時遍及整個

社會的鬥爭中，軍事機構只是他們的戰場之一、爭鬥的問題是誰能在軍隊中佔據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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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文，頁 3。 
11同上文，頁 3-4。 



優勢。 

第三，憲法形式的文人統制。杭廷頓認為，一種較被廣泛應用的主觀文人統

制方式(即為特定文人集團利益所進行的文人統制)，是以明確的憲法形式通常是

民主政治-保證文人對軍隊的統制。文人統制被視為民主政府，軍人統制則視同

獨裁或集權政府。在民主國家中，政策由說服和妥協形成；在獨裁主義者國家中，

政策則由武力和高壓決定。因此，有人爭辯說，掌握最大暴力工具的軍隊，在極

權國家中比在民主國家中更具勢力。實際上，此一論點不一定真實。在民主國家，

軍隊可能通過正當程序，如民主政府的機構與政治的運作逐漸削弱文人統制和取

得重大政治權力(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在極權政府中，軍隊的權力可能因

軍官團分裂成互相競爭的單位，建立黨軍和特殊軍事力量(如德國黑衫軍

(Waffen-SS)和蘇聯的秘密警察(MVD))，因此，主觀文人統制不是任何特定憲法體

系所獨有。 

二、客觀文人統制 

最大程度提高軍事專業主義，杭廷頓主張，文人統制在客觀意義上，是最大

程度的培養軍事專業主義，更正確地說，它是關於文人和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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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文人統制因此直接反對

主觀文人統制方式。它藉由使軍人軍事化(militarizing)並成為國家工具以達到統制

目的。客觀文人統制只有一種形式。它的相反面是軍人參與政治，其本質是承認

自主性的軍事專業主義；歷史上，客觀統制的需求來自軍事專業，杭廷頓認為，

任何文人統制系統的主要本質是將軍事力量限制在最低程度。客觀文人統制之達

到此一減少軍事力量的目的，是透過使軍人專業化並在政治上保持無為(sterie)和

中立。這一作法可使軍人關於所有文人集團的政治權力降至可能的最低程度，同

時它又能保持軍事專業的存在所必須的基本權力要素。客觀的文人統制不僅能將

相對於所有文人集團的軍事力量減至最低可能程度，也能使達到軍事安全的可能

性增至最高程度，它的達成只有出現軍事專業時才有可能。杭廷頓認為，權力、

專業主義和意識型態間的一般關係使文武關係可以區分為五種不同理想類型模

式：12 

第一、反軍事意識型態、高軍事政治權力和低軍事專業主義：這類文武關係

                                                 
12同上文，頁 4-5。 



通常出現在軍事專業主義發展遲緩的較不發達國家中，或存在於安全威脅突然加

大和軍隊政治權力急速增長的國家。在近東、亞洲及拉丁美洲，這類文武關係即

易於流行。 

第二、反軍事意識型態、低軍事政治權力和低軍事專業主義。這種模式的文

武關係只出現在強烈追求社會意識形態的國家，軍隊無論如何減低它們的政治權

力，都無法逃避它的影響力。現代極權主義國家的文武關係可能傾向於此一模

式，最接近此一類型的國家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 

第三、反軍事意識形態、低軍事政治權力和高軍事專業主義。一個安全上很

少遭受威脅的社會可能有這一類型的文武關係。歷史上，美國從內戰後興起軍事

專業主義到二次大戰開始，即盛行此一模式。 

第四、親軍事意識形態、高軍事政治權力和高軍事專業主義。在一個安全持

續受到威脅並且意識形態上同情軍事價值的社會，可能允許一種高層的軍事政治

權力，並且仍能維持軍事專業主義和客觀文人統制。體現這種多樣的文武關係的

國家，是俾斯麥金–莫特肯(BismarcKian-MoltKean)時代的普魯士和日耳曼。 

第五、親軍事意識形態、低軍事政治權力和高軍事專業主義。這一類型可以

發現在一個沒有受到安全威脅以及受到保守主義或其他同情軍事觀點的意識形

態所支配的社會中，二十世紀的英國在某種程度上傾向於這類文武關係。 

這些模式是理想型和極端型，在實際運作上，任何社會的文武關係混合了兩

種和多種因素。在杭廷頓所假設的模式中，後三種具有高度的專業主義和客觀文

人統制，前兩種則被假設為較低的專業主義和主觀的文人統制。總之杭廷頓所建

構的文武關係模型是一種理想類型的文人統制模型，此一模型以軍事專業主義為

機制。 

在文人主觀統制的模式中，文人領導者在軍隊中建立文人統制機構，以最大

限度地擴大其權力或統制能力。文人統制的要求與專業主義的要求根本對立，文

人政府不僅不允許軍隊依能力晉升和軍事自主，而且以政治滲透軍隊各層級，牢

牢掌控軍隊。相對的，文人客觀統制模式中，軍隊充分實施專業主義，在政治上

保持中立，使用暴力以禦敵的專業領域中具有實質的自主權，軍隊的職能在於擔

負國家的軍事安全任務，而不介入與軍隊無直接關係的政治事務。軍隊與文人政

治分開，服從政府的領導。杭廷頓對於客觀文人統制模式的論點，可以解釋為下

列幾項：即軍隊內部具有官僚政治的組織和層級制的威權關係結構、軍隊壟斷致



命性武力、軍事專業者具有獨特的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軍隊能產生團結一致的

認同、軍隊人事晉升依據專業技術能力的高低、軍隊和文人政府存在著雇庸關

係、軍隊在文人社會中具有自主角色、專業軍官團的社會化。 

貳、簡諾維茲的專業軍人理論 

簡諾維茲的《專業軍人》一書，是杭廷頓理論的補充，兩人同樣關注軍隊對

正當程序產生的政府的服從這一重要議題。不過，簡諾維茲是從社會面來分析軍

隊，把軍隊作為一種社會系統來處理，在這一系統中，軍官團的專業特徵是隨時

間而改變的，他們的可變性，在於他們包容準則和技術，也超越對暴力的直接管

理。其重點在於檢討「軍事專業」和它發展成「保安警察」(constabulary)力量的

可能性，使其能履行國家安全責任並提供文人政治統制新的理論根據。他發現專

業軍隊面臨著如何能組織自已以適應戰略嚇阻、有限戰爭和擴大的政治；軍事責

任，這些多重功能的危機。他認為，首先，須促使軍事機構適應持續的技術變遷；

其次，需重新界定戰略、準則和專業的自我思考，只有新的軍事專業主義思維，

才足於應付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環境的變遷和衝擊，在此情況之下，軍事領導者的

思維和決策過程深受影響。專業軍人雖仍保有其英雄心態和為大眾服務的傳統，

最重要的，它必須在政治統制之下運作。他特別提出五項基本假設，作為分析美

國的軍事專業，以了解美國軍人政治行為的變遷，這些假設也是技術變遷下，所

形成的軍事專業的特徵，並成為軍事專業的發展趨勢。13 

第一、變遷中的組織權威：軍事機構的權威和紀律的基礎已經改變，使威權

性的優勢統治轉為較依賴操縱(manipulation)、說服和團体意識。以美國而言，「純

粹」的軍事專長人員，陸軍已從南北戰爭時期的百分之 93.2 降到韓戰後的百分

之28.8，海空軍甚至更低。軍事指揮官為了向他的參謀和部屬解釋軍事活動的目

標必須提昇他的政治素養；為了向其他的軍事組織、文人領袖和大眾解釋和建立

關係，必須培公共關係的能力。 

第二、軍官甄補的轉變：本世紀以來，軍官召募對象已自狹窄而相當高社會

地位的基礎，轉變為更廣泛的基礎和更能代表人口整体。 

第三、甄補基礎的擴大：反映了軍事機構的成長和大量訓練有素專家的需

求。擴大軍事領導者甄補的社會基礎，是否意味著伴隨著軍人外觀和行為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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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從文人權威的意願提高。 

第四、生涯模式的意義：生涯發展上高能力者容易成為專業精英，達到軍事

層級的最高點，以履行技術性的和例行性的功能。相對的，必須具有改革眼光、

無條件的責任和政治技巧才能進入精英核心的小團體。所有類型的精英都必須擅

長於處理人際關係、戰略決策和政治協商，而非擅長技術性工作的履行。 

第五、政治教化的趨勢：軍事機構以發展成具有加大政治責任的龐大管理企

業，給傳統的軍人自我形象和榮譽感觀念帶來壓力，軍官不只視自己為一個軍事

技術人員，在其專業領域中，特別是戰略領導階層，業已形成更清晰的政治風氣，

軍隊政治包括兩方面，對內的政治涉及軍事機構對有關國家安全政策事務的立法

與行政決定之影響。 

軍官團之日益涉及政治的現象，根據簡氏的觀察，可以從二次世界大戰中勞

力分工所呈現的功能上改變看出來，軍官團角色的發展，主要在於涉及處理國際

安全和國際政軍事務的責任，由於每項軍事任務最終都會影響到國際政治，因此

一些執行任務的軍官都會直接涉及政治性計畫和政治性交涉。美國與歐洲軍官團

的社會背景之漸趨平民化，有助軍隊的專業化，當軍人的社會基礎轉變，他的政

治行為越受到背景的制約和越頃向專業性考量。例如，越來越多出生於本土、鄉

村和中低階層的專業軍人與精英，即對國家具有高度認同和強烈的民族情感。軍

事專業社會代表性的增進不僅有助於軍事管理者的發展，也有助於社會階層的利

益。 

  軍人榮譽被認為是約束整個軍事專業，確保軍官特質和生涯過程的重要因

素，他的提昇有助於軍人對國家的忠誠。軍人榮譽至少含有四個基本要素：141.

軍官以紳士是自許；2.對於軍事指揮官和三軍統帥的忠誠；3.軍官團以同志情感

和自治兄弟會員為基礎；4.軍官為保護和增強傳統榮譽而戰。不過，在民主社會

中，榮譽不宜成為專業軍事幹部的唯一或主導價值，而應依賴公共聲望和大眾認

知與其相結合。另外，簡氏在《政治衝突：政治社會學論文集》（Political Conflict：

Essay in Political Sociology）一書中，從統治的型態，提出政治-軍事菁英的類型建

構。他區分為四種類型：即貴族（aristocratic）、民主（democratic）、極權（totalitarian）

                                                 
14同上文，頁 18-19。 



與戰備國家（garrison state）的模型。15 

一、貴族模型 

工業革命前的西歐國家，文人菁英與軍人菁英在功能上整合，兩者的來源十

分單純且是一元化權力結構，而這也讓文人菁英對軍方得以進行「主觀統制」，

在此一模式中有一清楚的階層以限制軍事菁英權威與威望的來源，當時軍事專業

化相當低，也就使軍官的貴族色彩十分濃厚，而家世、婚姻及共同的意識形態，

也使得軍人服膺文人精英的領導。政治統制也就是文人統制，因為雙方利益一

致。形成了相當穩定的統治階層。 

二、民主模型 

以西方工業國家為主，文人與軍事菁英相當程度地分化，文人政府透過正式

的立法對軍方實施統制，由此設定軍方的特殊功能並限制軍方運用其權力。軍人

是社會中的特殊團體，是國家所僱用管制與運用暴力的專業者，其生涯發展也有

異於一般文人，專業軍人不能在扮演任何政治與社會角色；軍事將領服從文人政

府不是因為他們認同戰爭的目標，而是因為其職責與專業就是打仗。其中，憲政

民主的議會體制及專業倫理規範了文武雙方在政治上的主從關係，也穩固文人統

制的體制。 

三、極權模型 

此一模型在二次大戰前的德國及共產革命後的蘇聯，義大利則在法西斯黨統

治期間，其文武關係十分接近此一模型，如同古老的貴族模式一般，也是一種主

觀統制的方式，但其來源不是政治與軍事菁英本質上的結合；相反地，是出身低

階層的革命菁英，透過群眾式權威的政黨，對軍事菁英實施的一種新型態的統

制。此等政治菁英具有準軍事上的象徵並與舊有的軍事菁英作暫時性的聯合，逐

步地運用秘密警察及黨的組織滲透入軍事體制中，並以此作為軍官甄拔的基礎，

如此，專業軍人的組織獨立性遭到破壞。 

四、戰備國家模式 

戰備國家一詞是政治學者Harold D. Lasswell 所提出，他認為此等國家缺乏文

人為主的觀念，可能因為國際情勢的緊張，處於長期戰備的狀態，軍事菁英經常

以武力對人民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生活進行高度的干預，一般人民社會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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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自由也就遭到扼殺。這些國家的政軍結構使軍隊擁有極大的政治與行政權

力，軍方在組織上擁有極大的自主性，軍官也勇於為國家的生存與榮譽而戰，此

一類型的國家很可能變成極權的軍國主義。 

此外，在 1970 年代開始，第三世界掀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方面軍

人干政持續不斷發生，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軍事政權在朝自由化和民主化方向

轉型，而轉型後的新政權要採取何種統制模式等等，都是文武關係學者研究的焦

點。有鑒於對抗廷頓和簡諾維茲關於軍人對政治態度立場上的不同看法，以及兩

人的軍事專業主義和文武關係理論都難於完全解釋越戰後美國的文武關係，薩奇

先(Sam C. Sarkesian)在《超越戰場-新軍事專業主義》一書中，因而嘗試建構一種

替代模型，稱為「均衡模型」(equilibrium model)。此一模型基於一種強調「平衡」、

「平行」和「友善對抗」(friendly adversary)的「均衡」。主張軍隊和社會並非分離

的兩個團體，而是同一個「政治社會系統」(political-social system)中的一個整合部

分。他認為：文武關係是由軍隊和社會之間所行成的平衡，這種平衡的出現，是

由軍人專業者和重要的政治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和行為模式，以及作為政治行為者

的軍事機構之行使權力所促成。
16 

     波爾穆特(Amos Perlmutter)和列奧格蘭德(William M.LeoGrande)在1982年合

寫的一篇文章中，嘗試建構一項研究共黨體制文武關係的比較性理論架構。他們

認為，「文武關係就像共黨政治體系中所有基本的動力一樣，都是從一個霸權的

列寧主義和其他政治機構的結構關係中衍生出來。雖然，黨指導和它的關係因國

而異，可以用聯合(coalitional)、共生(symbiotic)和融合(fused)來描述。這些關係是

動態的，在各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變化，軍人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是複

雜而多變的：在意識型態問題上，黨軍之間一般少有衝突；在「常態政治」(normal 

politics)問題上，軍人是從事討價還價以維護本機構利益的功能性特殊精英；在「危

機政治」中，軍隊是各黨派勢力爭取用來反擊對手的政治資源。17 

     1990年波灣戰爭後，戰爭型態改變導致軍隊新任務「維和行動」的產生，

使民主國家重新檢視本身的文人統制體制，並將此一機制推銷給發展中國家的時

                                                 
16Sam C. Sarkesian, Beyond the Battlefield: The New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p. 239. 
17Amos Perlmutter and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6（1982）, pp. 778-789. 



期，文武關係的跨國研究和整合理論、途徑的建構，更受到學者的關注。 

     首先在文武關係的跨國或比較研究方面，席基爾（Glen Segell）2000年發

表的一篇文章值得一提，根據他對歐洲各國的文武關係發展趨勢的分析顯示1998

年歐盟成立以後，歐洲各國的文武關係已產生了大不同於西發利亞條約以後，
18 

維持了 350 年的傳統型態，席基爾稱之為「歐盟模型」（The European Union 

Model）。他認為，西發利亞模型中各國的文武關係只存在於國界內，即使和其

他國家組成聯盟，軍隊只對國家政治精英負責（如1939年的英國），國防事務對

於每個國家都是神聖的。其次，他描述歐盟模型文武關係的主要特徵是：文武關

係的行為者和精英傾向於跨國界的互動，雖然歐盟還不是一個聯邦或邦聯，但各

國邊界似已不存在，每個國家的文人政府和軍隊因此就會影響到其它國家的政府

和軍隊，各國國內事務不再考慮到主權。後冷戰時期裡，文武關係和政府如何統

制武裝力量的議題再度受到重視。其原因在於：東區和中歐民主政治的出現；美

國人向世界傳播民主理念的訴求；多數國家持續出現的文人統制問題；以及最近

美國人，對其文人統制效能的質疑。主要的問題在於：文人權威如何確實統制軍

隊？什麼政策和結構有助於文人統制？何種文武關係有利於民主政治的長期運

作？但是，令許多學者遺憾的事，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明確；甚至難於找到回答

這些問題的理論基礎，因而期望致力於探索一項綜合性的文武關係理論，作為未

來瞭解問題、研訂政策和管理武裝力量的基礎。
19 

第二節 共黨國家文武關係文獻 

80 年代以來對共黨國家文武關係的研究，範圍更擴大，也較深入，特別是

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在對共黨國家的研究文獻中，上述杭廷頓的主觀文人統

制、全民皆兵國家，乃至衛戍國家，雖然某些特徵符合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但

都難於適當解釋文武關係的本質，雖然波爾穆特試圖對共黨文武關係的研究建立

包容性較廣的架構，以及少數學者努力於類型學的建構，但對於共黨國家作深入

研究的，主要還是在蘇聯和中共的黨軍關係研究。
20
 

對共黨國家文武關係研究的文獻，如從學者們所試圖建構的研究途徑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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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洪陸訓，〈文武關係文獻探討〉，《復興崗學報》，第 74期(民國 91年 6月)，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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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在蘇聯方面，早自70年中期後，即出現了幾種主要模式：1.柯爾考威茲（Roman 

Kolkowicz）提出的「利益集團途徑」（或機構衝突模式）（interest group approach）。

2.奧登母（Willian E. Odam）所提出的制度和諧途徑。3.科爾頓（Timothe J.Colton）

綜合前二者而成的參與模式（participatary model）。4.沃納爾（Edward W-arner）的

官僚利益集團途徑。5.利奧格藍德（William M.Le-ogra）的官僚政治途徑。6.赫斯

林普（Dale Herspring）和伏爾格耶斯（Volgyes）的發展模式（develomental model）。

7.奧布萊特（David Albright）的偶然模式。 

     在中共方面，80年代以來，研究中共解放軍的學者也發展出至少五種不同

的研究途徑，分別是1.黨統制途徑（party-in-control approach）。2.野戰軍途徑（field 

army approach）。3.軍隊專業主義途徑（military-professionalism approach）。4.軍人參

與途徑（military-participation approach）。5.軍事官僚途徑（military-bureaucracy 

approach）。前二種途徑也是國內學者傳統上研究中共黨統制軍隊方法，派系權力

鬥爭或路線意識形態鬥爭，交錯於中共黨軍之中。玆將研究途徑分述如次：21 

一、黨統制途徑 

    「黨統制」研究途徑的中心思想是：自 1950 年代中期開始，由於不斷增強

的職業軍官集團同政治掛帥的共黨，在思想上存在著分歧，黨軍關係的主流是衝

突與統制。根據此一論點，中共體系中黨和軍兩大部門各有自己的制度和組織，

他們的集團利益也各不相同，因而彼此間的關係充滿了緊張與衝突；但是衝突的

解決往往是以黨佔上風而告一段落。 

二、野戰軍途徑 

在1960年代末，維特森（William Whitson）提出野戰軍途徑。此途徑指出，

中共軍隊自 1927 年建軍以來，由於必須面對強大的對手發展自己的區域武力，

且中共軍方高級軍官並不是一個合作無間的團體，使得它在組織及管理上都是呈

現分立的狀況。這種情形發展到其建立政權前的 1947 年，逐漸成為五個野戰軍

體系，及中央直屬部隊第一、二、三、四野戰軍；直到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其高

層黨和軍事領導精英，幾乎豪無例外的都出自這五個體系，同時這種由共同軍隊

經驗效忠認同，所結合而成的派系，使得在往後中共不論黨和軍隊的重要人事，

或是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執行，都可以發現是基於這五個野戰軍派系平衡妥協的決

                                                 
21洪志安，〈中共「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黨軍關係之演變〉(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 83年 6月)，頁 27-33。 



策考量。各野戰軍之間平分秋色，最後達到權力平衡。這種劃地為王的分權方法

在朝鮮戰爭之後一直延續著。各野戰軍的軍官們基本上是多年來各自鎮守一方，

並沒有太大的跨地區調動。這種做法的結果是，上層軍事領導人都有各自的區域

性權力基地。上述這種途徑在解釋中共軍人執行的特點，以及解釋文革之前軍界

領導人的政治行為時，都是相當有用的。然而，由於文革期間軍隊進行大規模跨

地區調動以維持社會秩序，這種解釋途徑的適用性以大為降低。另一方面，由於

一些軍事領導人遭到整肅，個人關係網也因此被摧毀或破壞，更何況許多野戰軍

被改變了建制，亦被安插進不少從他地區調入的人員。因此，野戰軍途徑本身已

難以用來解釋文革後軍方在政治中的行為模式。然而，野戰軍途徑再研究某些情

況時仍不失為有效的工具，但是，再全面研究關係時，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軍隊專業主義途徑 

此派學者的分析重點教偏重於中共軍隊的組織、戰略戰術及武器系統的發展

上，把精力集中於軍事問題，同時，他們並非無視於中共軍隊持續參與政治的事

實，而關鍵的問題乃在於什麼時候及什麼形式會引起集團利益的減弱。此途徑預

設了中共軍隊的某種集團利益的發展傾向，因為，中共軍隊在持續現代化發展的

過程中，已是一個具自主性的國防組織體制，它包括了各種不同的機關與成員在

「國家安全」的目的下一起工作。採用軍事專業化途徑的學者們認為，一支軍隊

的組織方式、武器研製以及武器運用可以顯示其專業化水平和集團意識的強度，

一支高度專業化的軍隊不僅擁有更加先進的技術力量、一套更複雜的體制，而且

有權自行決定資源的分配和軍費的運用，同時，它還能參與決定國家現代化過程

中應當優先發展的部門和項目。 

一、軍人參與途徑 

桑青耐德（Ederchard Sandschineider）對此途徑提出兩點看法：1.軍事領導人

不應當被看成另一個獨立的上層集團，而是中國大陸政治領導集團的一個組成部

分，他們在各級決策部門都有合法的參政權利。2.其他部門的負責人也不認為軍

界領導人參政有什麼不合法，反而其視為正常，並認為有助於維護全局的政治穩

定。基於以上的看法，他認為不應當著眼於尋找黨或軍主宰的證據，而應當尋找

「一種政治互動的關係譜，其中紀錄著各種形式的政治合作、競爭和分工，軍事

領導階層對這些活動的參與或是出於自覺自願，或是受外部因素的驅使。」 

五、軍事官僚途徑 



此途徑認為軍隊是一個官僚行動者，其分析基礎是根據下列幾項假設：1.組

織的利益，昰解釋軍隊組織行為的重要因素；2.軍隊極可能基於本身的組織利

益，向相關政治階層遊說；3.軍隊在組織體制的運作中，將漸漸的朝向以法律制

度為基礎的方向發展。該途徑並不否定中共派系政治的存在，只是強調軍隊在派

系的運作中，往往基於組織利益的考量。因此，這個途徑的解釋效力，通常適用

於正規劃制度時期，而一但面臨黨內派系鬥爭激烈或政權轉移危機時，其解釋能

力就頗成問題了。以署名為「解放軍觀察員」（PLA Watcher）的美國軍中學者也

注意到，這種軍事官僚研究途徑在解釋常規情況下的黨軍關係時最為有效，但卻

不太適合於正常情況，諸如內部鬥爭導致的政治危機等。 

從以上對文武關係理論相關文獻的探討，可以發現到研究中共黨軍關係的學

者，已發展出多種不同的研究途徑，不過迄今為止，尚無任一種途徑能得到所有

學者的一致認可，每一種途徑都有其獨到的見解和相當的解釋力，且各種途徑之

論述不一定會互相排斥，並且在某些問題的解釋上甚而互相容納。然而，從方法

論角度來看，將任何一種途徑孤立來看的作法，都將犯有過度簡約的錯誤，而可

能導致片面的結論。因此，在採用某一種研究途徑時，最好不要排斥其他的研究

途徑，而應博採眾長，利用各派方法的優點，來研究中共的黨軍關係，也許較能

夠達到預期的效果。 

第三節 第三世界國家文武關係文獻 

1950 年代末期以後，第三世界國家軍人干政甚至發動政變的頻繁，引起學

者們的重視和研究。干政的禁衛軍是指第三世界的文武關係，以亞、非、拉丁美

洲，非共產國家為研究對象，
22
 首先，對這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從事深度分析的

是范納爾。他的代表著作是 1962 年的《馬背上的人》一書，假定是軍隊不應干

預那些不屬於自己領域的事務，那些是軍隊的責任和行動範圍，且應清楚的區

別。在任何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中，軍隊應服從文人政府並對其負責。麥克威爾斯

(Wilson MacWilliams)在《衛戌部隊與政府》一書23 中所持的立場和前景與范納爾

一樣，都特別強調不同社會人民對其政府制度的尊敬。 

拉波帕爾特(David Rappaport)認為軍隊與社會關係對於社會類型的形成具有

                                                 
22洪陸訓，〈文武關係文獻探討〉，前揭文，頁 73-82。 
23Wilson Mac Williams, ed., Garrisons and Governments (San Francisco, 1967 ). 



決定性影響，他的論點前提基於兩個因素：1.軍隊擁有的自行支配的權力2.軍隊

被徵集或被期待履行特殊的功能。根據這一前提，他將社會分成三個廣泛的類

型：第一種也是最普遍存在的社會，是軍隊為政府或政府領導階層所用，主要在

履行內部安全和治安責任，實際上這些軍隊更常用來保衛某個或某些享有權力和

權威者，而不是用來維持內部的法律和秩序，這類國家稱為「禁衛軍」(Praetorian)

國家，軍事政權就是禁衛軍國家的一種形式；第二類型的社會，稱作「文武政體」，

包括這樣一些國家，其軍隊存在的基本功能是防禦外敵入侵，支持國家的外交政

策，軍隊使用在國內，將構成「國家的威脅系統，破壞政治穩定」，這種制度的

一個特徵是軍隊的專業主義和社會大眾的需求；第三類型是「全民皆兵型國家」，

軍隊和每個公民的主要功能是公共責任，服兵役是全體公民直接的個人義務，這

一類型包括黨軍一體、單一意識型態和政黨的共黨國家，以及面臨威脅而須全民

團結備戰的國家，如以色列。
24 拉波帕爾特可視為對「全民皆兵國家」此一類型

最有研究的學者。他對這一類型國家的定義是：「把軍事訓練作為主要的公民保

証(civic bond)」。25 

威爾奇(Claude E. Welch, Jr.)和史密斯(Arthur K. Smith)寫於1974年的《軍人角

色和軍事政治》一書，26 目的在透過對泰國、奈及利亞、祕魯、埃及和法國五個

國家軍事涉及政治的個案研究，來建構一個分析武裝力量的政治角色的一般性理

論架構。這一架構，試圖解釋不同國家，從軍人依法影響政治、參與政治，到軍

人統制政治，各種不同的軍人的政治角色。兩位作者先提出幾點基本陳述：1.沒

有任何國家的武裝力量能遠離政治 2.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一支常備軍和輔助性

軍事力量，武裝力量對資源的需求和他們的職責，使他們成為強大的政治行動者

3.武裝力量為了履行其防衛任務，必須採取凝聚力強和層級制的組織，有顯著的

結構分化、功能殊化，且具有專業認同感和機構自主性4.軍隊對重要政策決定的

影響力隨不同社會而有不同的表現，軍隊政治角色的關鍵問題不是「是否」有，

而是「多大」和「何種類型」。
27
 

有關第三世界國家軍人干政與軍事政權表現的研究，除了上述學者以外，最

                                                 
24David C Rapoport, “A Corporative Theory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ype,” in Samuel P. Huntington, 

ed., Changing Patterns of Military Politics (Glencoe, I 11: The Free Press, 1962). 
25Ibid., pp. 77-98. 
26Claude E. Welech, Jr. and Arthur K. Smith, Military Role and Rule (Norty Scituate: Duxbury Press, 
1974). 

27Ibid. , 5-6. 



具代表性的，要推諾德林格(Eric A. Nordlinger)於1977年所著《政治中的軍人：

軍事政變和政府》一書，他將禁衛軍主義或軍人干政主義(praetorianism)界定為：

「在某種情況下，軍人藉實際運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而成為主要的或優勢的政

治力量的一種情況」。
28 全書圍繞著軍人政權的取得和軍人政府權力的運作。除

了探討軍人干政的實際外，並試圖在理論上建立一套描述和解釋軍事政變和軍人

政府的一般規律或通則，軍人干政和政變的動機，他認為主要在於維護和增進軍

人的集團利益，如預算分配、軍隊自主權和避免職務上對手的存在；而干政時機

大都發生於文人政府的統治失敗而喪失合法性時，例如國家處於經濟衰退、社會

動亂和暴力犯罪頻仍時。 

國內學者對於第三世界的軍隊的研究，強調軍人干政的禁衛軍（Praetorian 

Army）主義模型。29 針對「Praetorian Army」而有不同的譯稱，學者洪陸訓是譯

為「禁衛軍」，而鄭曉時則譯為「干政軍」來界定，陳鴻瑜譯為「俚人政治」；鄭

曉時認為「Praetorian」一詞，初見於羅馬帝國禁衛軍之名，即「The Roman Praetorian 

Guards」，原為古羅馬帝國保衛皇帝而設的軍隊，但後來卻以武力干預政事著稱，

故西方學者將其引自一切有使用武力干政傾向作為的軍隊。所以禁衛軍主義

（Praetorianism）就成為「軍人干政」的代名詞，而這個名詞在政治學也有逐漸

廣義使用的趨勢，一般指一個泛政治化的不穩定政治、社會體；在這種政治體系

中，各團體均不安於位，甚至訴諸暴力，例如，學生示威、政客爭權、人工罷工、

農民暴動，以及軍人干政，此一模型具有多樣的政治形式：或由軍人統治、或由

軍人與官僚機構聯合統治、或由軍人、文人政客和技術精英聯合統治。軍人以統

治者、護衛者、仲裁者等不同身分在政治上扮演著不同程度政治干預的角色，此

種模型政變頻仍，政局不穩，常阻礙了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也就是說，第三

世界軍人干政的現象，是文人領導上失敗的典型例子，值得借鏡。 

第四節 我國文武關係文獻 

中華民國文武關係的文獻，在軍事社會學與軍事政治學兩門學科整合下，國

內雖已引起關注，但對其重要研究文獻作較詳述者仍然有限，大體上，對於我國

                                                 
28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es: Military Corps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CA: 
Prentice-hall, 1977), p. 2. 

29陳津萍，〈中華名國首次政黨輪替後的軍政關係〉，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1年 6
月)，頁 27。 



文武關係的探討，以鄭曉時關於我國威權時期文武關係的分析架構、春秋時期政

軍關係和兩岸黨軍關係之比較頗具代表性，此外，也有諸多學者，譬如李承訓從

我國憲政體制上探討國防體制與軍隊角色；楊吉林從組織體系上的影響因素著手

研析；朱文德由憲法上國會與軍隊之關係論述，以及洪陸訓博從政治、社會以及

軍隊-社會關係的角度切入，也頗具見地。 

我國的文武關係在近數十年來，隨著政治體系的民主化經歷了很大的轉變。

在播遷至台灣的前三十年裡，我國政府的體制往往被認為是一黨威權統治，此一

體制同時存有許多軍政府的特色，軍隊的影響力並不僅限於國防事務。事實上，

在戒嚴法的架構下，軍隊亦涉入國內安全與社會治安事務。再者，軍隊一直是國

民政府最高領導者前總統中正先生及經國先生的權力基礎。一般西方民主國家所

謂的文人統制軍隊並不全然存在於中華民國，因為軍權只由最高領導者完全掌

握。在這段期間內，政府立法機關並無實權監督國防事務之運作。隨著戒嚴法於

民國 76 年解除，軍隊政治勢力漸漸消退，他們的許多影響力易受到質疑，最重

要的是，從此國會對國防預算及軍隊事務的質詢與監督漸成制度。30 

美國學者 Alfred Stepan曾針對 1960至 70年代的巴西，提出一理論架構來解

釋其文武關係的變化，此一理論架構亦適用於我國文武關係的演變。根據 Stepan

的看法，巴西政治體系的趨弱與混亂促使巴西軍隊棄守其傳統中立監政的角色，

軍隊為了促使國家發展遂奪取政權成為治理者。Stepan強調軍隊並非隔絕政治之

外，而是政治體系裡的一部份。當然，中華民國所經歷的正與巴西的經驗相反：

當政治體系漸趨健全鞏固時，軍隊的政治影響力就漸趨式微並接受文人監督。在

過去數十年中，中華民國軍隊對其本身角色與功能的認知隨著政治體系的改變而

有所修正。在解嚴之前，軍隊整體上來說非常地認同政府，並且自視為政府以及

官方意識型態的守護者。事實上，一般民間社會亦將軍隊視為國民黨的忠實擁護

者，但在解嚴後近幾年的民主改革中，軍隊也就開始逐漸接受文人監督以及國家

軍隊化的種種要求。 

一個社會的文武關係是其整個政治體系裡的一部份，而軍人的政治行為係由

體系內政治制度化與組織化（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的程度來決定。換言

                                                 
30楊吉林，〈中華民國文武關係演變之理論探討〉，《中正領研究學術集刊》（1997年），頁 131-149。 



之，政治體系的發展大體上可以決定文武關係的狀態，而文武關係亦可被視為是

一個社會政治發展的指標。基本上吾人認為所有國家的軍隊都參與政治，而其參

政的方式與涉入程度即反應出這個國家政治體系的特性以及政治發展的特性。一

般而言，軍人干政是政治發展不成熟的現象。譬如，簡諾維茲就附和杭廷頓的意

見指出：1945 年之後在開發中國家所發生的軍人干政情形，通常是在這些國家

的議會政治出現問題之後產生的。因此，政治發展強化了政治制度與組織，也進

而逐漸地限制軍隊的政治角色。 

對於政治發展，杭廷頓認為一個發展成熟的政治體系應有能力維持穩定，這

是因為其組織及運作具備一貫性、獨立性、複雜性及適應性。按照他的解釋，所

謂政治組織的獨立性就是指政治組織的功能分工，針對發展中國家，亦認為政治

發展可視為政治組織與程序的制度化，而這項工作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來執

行，以我國政府為例，當早年其政治組織不夠健全鞏固時，它相當依靠軍隊的組

織與力量，但當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組織漸趨鞏固時，軍隊的政治功能與重要性就

不斷降低。因此，我國軍隊的政治角色是隨著國家政治發展的進步而不斷調整。 

民國 70 年代我國政治民主轉型之前(解嚴前)，軍隊往往被視為國民黨的黨

軍，也是國民黨政府的重要組成份子之一。在國民政府相當依靠軍隊力量與組織

之際，軍事將領們遂成為政府裡主要的政治角色，國民黨政府內的文武關係可以

被視為一種「軍事化模式」〈Militarized Model〉，此一「軍事化模式」文武關係之

主要特色，在於軍人與文人間之權責與功能分野不大，在兩蔣強人政治的領導

下，軍隊是領袖的忠實擁護者，也是其政治權力基礎，政府的行政部門如行政院

或是立法機關皆無實權過問軍隊事務，由於軍隊與軍事將領是受領袖的直接掌

控，強人領導下的文武關係被界定為功能分工型〈function specialization model〉。

此一模式之文武關係在解嚴之後就逐漸改變。隨著政治發展的進步以及國際形勢

的改變，軍隊與情治單位的政治影響力均逐漸消退，特別是在蔣經國總統下令解

嚴及取消黨禁之後，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大幅提升，而李總統登輝先生就職以來亦

致力民主改革，開放各層級選舉，遂使台灣的政治完全民主化，在此一趨勢下，

標榜文人統制的文武關係漸成規模，軍隊領導階層對於立法院有關國防事務及預

算的審查與質詢已非常審慎的處理，因此，自解嚴後開始，中華民國的文武關係



已由功能分工模式演變為民主模式。 

文武關係應被視為一政治體系內之一環，並可作為一個國家政治發展之指

標，因為軍隊的政治角色與政治制度及政治體系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言，

軍隊組織遠較文人政治組織來的嚴密，若是後者不夠健全或是功能不彰時，就極

易造成軍權擴張。我國軍隊之政治行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在於整個政治體系組織

化及制度化的增進，為避免軍隊涉入政治，功能健全的政治組織與制度是不可或

缺的，隨著政治民主化的推進，最明顯的現象就是軍權政治的式微與軍隊政治角

色的轉變。 

結 語 

本章透過文獻探討，對於文武關係的研究情況，可以獲得以下幾點認識：31 

一、文武關係研究的範圍日漸擴大，且形成一們科技整合的次學科。 

二、文武關係的研究主題更趨多元化。 

三、嘗試建構綜合性理論，研究途徑不斷翻新。 

四、文武關係研究基本上仍可分為民主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和共黨國家三大類

型。 

目前我國是屬民主國家文武關係的類型，適宜採行杭廷頓的文武關係理論，

這一種以文人統制為機制的理想模型。文人統制的主要本質，在於將軍事力量限

制在最小程度。限制軍事力量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最大限度地擴張文人的權

力，稱為主觀文人統制；另一種是最大程度地提高軍人專業主義，稱為客觀文人

統制。前者用於解釋法西斯和共黨極權政體的文武關係，後者用於解釋西方民主

國家的文武關係。二者固然都是由歷史事實中加以歸納而概念化為通則，從相對

角度看，也是不同現象的反映，但二者截然不同，在杭廷頓看來，客觀模式顯然

優於主觀模式，並成為先進民主國家所應追求的理想模式。 

客觀文人統制模式中，軍事專業主義的培養是文人政府有效統治武裝力量的

必要條件。培養軍人的專業主義之途徑，再於建立正確的「軍人心態」，亦即培

養高度的軍人專業倫理。此一倫理特別強調服從和忠誠為軍人最高德行，視戰爭

為政治的工具，軍人為政治的僕人。軍人專業主義不僅僅強調軍人的專業軍事知

                                                 
31洪陸訓，〈文武關係文獻探討〉，前揭文，頁 110。 



識和專門軍事技能，還重視軍人對保國衛民的軍事安全的表現，以及團體認同，

以軍人為榮的專業精神。軍人服從文人的政治領導，文人尊重軍人的專業自主

性。杭廷頓的客觀文人統制模式是以民主政治的社會為背景，只有當軍事專業出

現時，文人統制才有可能實現。雖然可用於解釋西方民主國家的文武關係，但是

它終歸是理想形態，在實際上，杭廷頓也承認甚至在現代西方社會中，高度的客

觀文人統制仍是罕見的現象。杭廷頓的此一文人統制模型模型，其缺陷還再於過

分強調軍人對政治的冷漠和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所形成的國內外環境對文武關

係的影響。就這兩方面的缺陷，在簡諾維茲的專業軍人理論中獲得了彌補。 

總之，有關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面向觀點，就我國民主化歷程及政治發展未

臻成熟與軍文關係的互動規範混沌之際，宜適用杭廷頓所倡導客觀文人統制模型

的自由社會最終目標是軍人專業化，軍人應對政治保持冷漠、超然客觀的立場與

模式，方才有助於我國政治的穩定和長遠的發展。另有關社會學的文武關係互

動，簡諾維茲的專業軍人理論的描述與發展，關於文武間之事務性的實踐，軍人

確實不僅需要與文人政府，甚至其他社會組織的擴大互動，以爭取並獲得應有尊

重與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