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伍章 解嚴後的文武關係實況 

解嚴後文武關係間的實際互動，基本上(如第一章所述)，台灣不論是在政

治、社會、經濟、政黨以及軍隊各方面，均已逐步邁向多元化民主轉型，期間多

次奠基性選舉是一項重要觀察，但是，多少仍存在過去黨國威權體制，一直為在

野政黨攻擊藉口、民間社會質疑話題，直到民國 89年的政黨輪替後，我國才真

正進入民主轉型的下一個階段「民主鞏固」。1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要達到「民主鞏固」的標準，必須符合幾項基本的要求：

2 首先，在行為上，只有當沒有一個顯著的政治團體認真的試圖去推翻民主體

制，或是藉由提高國內、國際暴力，達成分裂國家的目的時，民主才有可能成為

政治體制中唯一的遊戲規則。其次，在制度或憲政結構上，只有當政治體制中所

有的政治行動者都習慣於以制度化的規則來處理國家中的政治衝突，並且認為違

反這些規則是無效的以及必須付出高額代價時，民主才有可能成為政治體制中唯

一的遊戲規則。最後，在態度上，即使面臨到重大的經濟或政治危機時，絕大多

數的民眾仍然堅信未來任何政治的改變必然依據民主的程序，民主才有可能成為

政治體制中唯一的遊戲規則。 

通常軍隊是一國之內唯一合法擁有壟斷性政治暴力的團體，不論是在民主轉

型階段或是民主鞏固階段，軍隊都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行動者，一旦軍隊以政

治行動對民主化進行否決投票，其結果不是政變失敗引起社會動盪，就是軍隊重

新掌握政權，重回軍權、威權統治。幸運的是，在民主化過程中，台灣文武關係

的實況是朝向良性方向發展，特別是在國防二法訂頒實施後，朝落實文人統制的

方向再跨出一大步。因此，本章從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的現況、政黨輪替後民主

鞏固的觀察以及解嚴後文武間的互動關係三大面向來加以探討。 

 

                                                 
1對於「民主鞏固」作為一項學術性的概念，有部份學者提出質疑。他们認為民主鞏固作為消極

化的意義，就是使民主化的成果不至於「崩潰」與「回潮」；作為積極性的意義，就是將民主

制度深化。因此「民主鞏固」並不是一個明確的概念，也沒有能夠正面表列的標準。作為一個

有爭議性的概念，本文無意陷入「民主鞏固」作為研究的概念是否精確的探討。不過林茲與史

帝潘對於民主鞏固所列舉的三大面向，對於新興民主國家來說仍然不失為是進ㄧ步將民主深化

的良好指引，對於文武關係更是如此。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2洪陸訓、張元祥，〈我國政黨輪替後的文武關係〉，國軍第五屆軍事社會科學研討會論文（民國

91年 12月），頁 31。 



第一節 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的現況 

解嚴後我國民主化的文武關係，誠如第二章文獻探討分析，已由功能分工模

式演變為民主模式。在此一趨勢下，標榜文人統制的文武關係漸成規模，軍隊領

導階層對於國會有關國防事務及預算的審查與質詢已非常審慎的處理。特別是民

國91年3月1日國防二法實施後，不論是文人統制的落實，或是軍事專業的重

視，在法治化、制度化及透明化的前提下，均將對文武關係的現況造成極大矛盾

和衝突。今天國防組織再造的意義應在於強調擴大文人參與國防事務並領導國防

規劃及建軍工作，提昇我國戰略規劃的品質，進而有效地運用有限國防資源將建

軍備戰的工作做得更好。雖然我國長期處於強敵窺伺與外力威脅的狀況下，但政

府自遷台以來，並未有太多實際用兵的經驗。因此，相對地也就缺乏驗證國防戰

略規劃的品質與建軍備戰成效的實質機會。在冷戰時期，兩極對抗形勢曾提供給

我們相當大的戰略優勢與國際保護，而中共自身的內政政策錯誤也使得其犯台能

力發展有限，但這些條件均已有所改變。目前中共國力日盛，反觀我國經濟則處

於低成長期，國防資源有限，致使建軍備戰工作面臨嚴峻考驗。因此，在落實文

人統制的過程中，就必須謹慎小心，避免因文武關係的過度磨擦而阻礙軍隊功能

的發展與提昇戰力。
3
 

事實上，多數民主國家都希望軍隊儘可能與社會相融合，以免其意識形態或

價值觀與社會脫節，但這是與軍隊必須執行戰鬥任務的要求相違背的。這種矛盾

在美國亦非鮮事，近十年來，美國許多研究指出美國文武關係的發展遇到危機，

甚至有學者認為文武關係的磨擦已傷害了美國的民主政治，但也有人認為受害的

是軍事專業主義。
4 由此，不難發現其中最重要的議題乃是如何在維護文人統制

的政治原則與強調軍事專業主義之間取得平衡。5 本節係針對在實現文人統制的

國防改革過程中，如果刻意掩飾文武關係上的磨擦，甚至壓抑軍方的意見與聲

                                                 
3本節資料主要參考楊吉林博士〈文人領軍與軍事專業化之探討〉一文內容精要。 
4討論美國文武關係危機的論文相當多，例如,Kenneth E. Harbaugh , “Bridging the Civil-Military 

Divide,”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127, No. 5（May 1991）；Michael Desh, “Soldiers 
States, and Structures: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Weakening U.S. Civilian Control,”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24, No.3（Spring 1998）；Richard H. Kohn, “Out of Control: The Crisis 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1994）. 

5研究文武關係的美國學者普遍認知美國軍隊與社會在文化以及價值觀上的差異，並且認為這 
種差異是有其必要性的。如 John Hillen, “Servanants, Supplicants, or Saboteurs: The Role of the  
Uniformed Officer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Douglas  
T. Stuart ed., Organiz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U.S. Army War College, Carlisle,PA, 2000). 



音，這並不是健全國防的正確途徑。強調文人統制的同時，卻忽視軍事專業在戰

略規劃中的功能與地位，也將會帶來負面的結果。
6 

壹、文人領軍與軍事專業的矛盾 

一位研究文武關係的美國學者曾有趣的比喻，一個民主國家若沒有文武關係

的摩擦，這個國家顯然就是離專制不遠。
7 至於要如何有效地保持文人統制又不

危害軍隊的功能，學界傳統的說法是依據杭廷頓的理論，亦即確保文人統制的最

佳途徑是發展軍人專業主義。杭氏認為理想的文人統制是由文人負責制定政策和

賦予任務，軍人負責執行政策達成任務，至於如何達成任務則交由軍人專業負

責，文人不應過多干涉以確保軍人及軍隊的專業自主性，這樣的文武關係杭亭頓

稱之為客觀文人統制。此一模式的文武關係強調文人領袖避免將軍人政治化，讓

軍人專心發揮專業並達成文人領袖所交付的國防安全任務。文人不應以政策認同

或社會價值觀相近做為用人的標準，藉以確保有效統治軍人，過多的政治與社會

要求將會妨礙軍隊功能的發展以及軍事安全力量的強化。
8        

這種客觀型的理想模式的文武關係遭到一些學者的質疑與批評，反對意見主

要來自兩個層面因素。第一種反對意見是認為現代國防工作中文武專業分野越來

越模糊，文人武化與軍人文人化的現象已是趨勢；而且從國家戰略以至軍事戰略

的領域來分析，這並非軍人的專業領域，許多學有專精的文人，在處理國防資源

分配的能力上要優於一般軍人。美國在 1960 年代麥納瑪拉擔任國防部長時代，

就曾引進許多精於系統分析的年輕文人進入國防部工作，在以往這些人的工作被

認為是屬於軍人的，而其成效則被認為是相當不錯。9第二種的反對意見則認為，

文人統制如果只涉及政策層面而不掌握執行層面，則政策決策者很容易為執行者

以專業與複雜的技術問題或透過資訊掌控而受左右，以至文人領袖的政策無法落

實，最後是受專業軍人的擺佈而喪失文人統制的實質意義。因此，反對客觀文人

統制模式的學者認為，國防事務攸關國家安全也與外交政策息息相關，不可能將

                                                 
6楊吉林，＜文人領軍與軍事專業化之探討＞，國防大學第三藉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演討會，

民國 91年 11月，頁 3-7。 
7Michael J. Brower, “Civil-Military Conflict at the Pentagon? Let's Hope So⋯,” Military Review, 

Vol.79, No.6 (Nov/Dec 1999), p. 72. 
8Peter Feaver, “The Civil-Military Problematque: Huntington, Janowitz, and the Question of Civilian 

Control,” Armed Force & Society Vol.23 No.2 (Winter 1996). 
9Richard K. Betts, Soldiers, Statesmen, and Cold War C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34-35. 



其孤立看待並留給軍人以軍事專業思維去處理，因此勢必要將國防領域、政治領

域以及外交領域的官員角色相互融合。
10此種為了確保政策貫徹，文人必須設法

擴大權力並削弱軍人的權力，運用各種機制將軍人政治化以利掌控的作法，杭廷

頓稱之為主觀文人統制。 

文人掌握國防政策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軍人也有絕對的義務與責任按照

其專業知識提供忠誠的建議給文人領袖，但兩者間如何取得相互信任與和諧的關

係，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文人與軍人領導者間經常會認為對方未能謹守工

作領域上的分際而相互嫌隙，以古巴飛彈危機為例，當時美國總統甘迺迪下令對

古巴實施封鎖，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擔心海軍參謀長安德森上將不明瞭總統的掛

慮，希望封鎖的過程中盡量留些空間給赫魯雪夫轉圜，以免擦槍走火釀成大戰。

麥氏向安德森強調此次封鎖行動事實上是與蘇聯溝通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真正的

軍事行動。但麥氏在海軍作戰中心督導封鎖任務執行時，引起安德森上將的極大

不悅，認為麥氏已超越文人領導者的職權範圍，甚至干擾到軍人對任務的執行，

以至安德森上將對部長出言不遜。11稍後，當安德森第一任兩年任期屆滿時，麥

納瑪拉就將安德森撤換，安德森上將隨即退役離開軍中。 

鑑於我國文人主導國防政策的工程仍在起步階段，過去雖有陳履安部長與軍

方將領意見不合之前例，但尚無法針對制度上之缺失遽下評語，因此唯有參考美

國的經驗做為借鏡以，避免類似錯誤發生。此外強調文人領軍之時，如何做到不

妨礙軍隊自主性也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決策者須格外注意以免因文人過度干預軍

隊內部的人事權，而破壞了軍隊內部團結與團隊精神的培養。12文人若不能尊重

軍方領袖的意見與地位，致使軍人失去秉持專業精神提供軍事意見的勇氣與空間

時，除了軍隊的專業化發展受損外，國家安全與利益也會連帶受害，美國在越戰

期間的軍隊表現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剛上任時其強勢作為曾引起軍方不悅，而麥氏基於處

理古巴危機的成功經驗，漸漸對於自己的軍事戰略素養感到自信，他與甘迺迪總

                                                 
10同前註，32-33. 
11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p. 131-132. 
1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波灣戰爭指導者》，(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1年 5月)。即
使在美國亦不乏這種例子；曾任雷根總統國務卿的海格將軍，在擔任過季辛吉的國家安全顧問

助理後，在季辛吉與尼克森總統的照顧下，迅速由上校升至四星上將，此事引起陸軍部門及五

角大廈的極端不悅。爾後當錢尼擔任布希的國防部長時，欲選擇包威爾將軍擔任聯合灣謀首長

會議主席時，就記取海格的教訓特別避免類似的情形重演。 



統都對軍方將領頗有微詞，認為軍方太侷限於軍事觀點與軍種門戶之見而無法提

供可採納的意見。此外，他被甘迺迪總統從福特公司延攬到五角大廈之後就引進

許多年輕的系統分析專家，這群年輕專家們被戲稱為「精明小子」，他們強調以

成本效益概念來處理國防戰略規劃。這些文人專家重視數字量化分析，排斥那些

完全依賴軍事經驗為基礎的分析建議，以致當時文武關係陷於低潮並充滿了互不

坦承與不信任的問題。尤其是當麥氏將其處理古巴危機的成功經驗移植到越南戰

場上時，他的漸進加溫政策遭到軍種將領的反對，但基於文人統制的體制，軍方

意見未受重視，其結果是造成文武關係惡化，形成美國在越戰中軍事戰略模糊不

清的窘境，更使得美國一步步陷入泥淖中。事實上，軍方基於忠誠的原因，往往

不得不順從總統的政策與旨意，以致未能充分表達專業意見，導致政策目標與軍

事手段間無法充分配合，這是美國越戰失敗的主因之一。
13 

以我國而言，若從強化文人統制與貫徹文人改革政策的角度來討論，文人統

制的深層意涵應是文人領導國防部，但要真正做到文人領導國防部，文人必須掌

握國防專業知識，並要成為國防事務的專業經理人，而我國目前顯然缺乏一批這

樣的人才。其次，我們也必須將一般的文職幕僚人員與政治任命人員分清楚。文

職國防幕僚人員的增加並不代表文人統制的強化，因為文職官僚在官僚體制內的

時間越久，他們與軍職幕僚人員的差異性就越小，也很難超越組織利益或本位主

義而提出客觀有效的意見與具體做法，甚至因為文職人員調動不易，他們更容易

陷入官僚化的危機中。14 國防改革與創新必須靠一批與文人部長理念一致的專業

政治任命人員，這些人要為改革政策與成效負責，甚至必須與部長同進退。但很

顯然地，我國目前的文官體制並不具備這樣的環境。
15 

當政府決策與社會要求都對文人統制充滿期待之時，其相關政策配套措施卻

尚未成形，我們不得不指出文人與軍人在文化及價值觀上的差異性，以期避免未

來文武關係上的不良發展。16 文人精英必須清楚認知，有戰力的軍隊必然需要強

                                                 
13有關越戰中文武關係的不佳及將領們未能善盡言責的討論，參閱 H.R. McMaster, Dereliction of 

Dut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1997). 
14美國的經驗即是如此，國防部內文職人員並無法有效制衡軍方意見，而是必須依靠政治任命人

員的法定權力。參閱 Michael Brower, “Civil-Military Conflict at the Pentagon？Let's Hope 
So⋯,”Military Review, Vol. 79,No.6 （Nov/Dec 1999）. 

15有關我國缺乏具備國防事務素養之文人政務人才問題，參閱丁樹範，〈當前存文人領軍的困

境〉，http://www.dsisorg.tw/peaceforum/papers/2002-01/TM0201001.htm. 
16文人與軍人往往因為次文化及價值觀上之差異引起文武關係緊張，這對文人統制及軍隊效能之

發揮均有影響，參閱 Peter D. Feaver and Richard Kohn, “The Gap”, National Interest no.61 (Fall 



固的內部凝聚力，保守的意識形態與傳統的軍中倫理觀念都是軍隊凝聚力的重要

組成因素。在缺乏足夠的政策辯論空間情形下，領導者不應試圖大幅改變軍隊的

思維模式與運作方式，特別是針對建軍備戰的軍事戰略以及軍隊內部的人事政

策。理想的文武關係並不是毫無意見衝突，誠如前述，毫無意見衝突的文武關係

只存在於專制政體。當軍人誓守文人統制原則，而文人領導者又儘可能通過政策

辯論與尊重軍事專業來決定國防政策，這才是理想文武關係的基本原則。 

貳、戰略規劃與軍事專業主義 

當前國防組織精進改革的重點是強化戰略規劃的品質與功能，而美軍在這方

面的改革經驗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與討論。美國經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戰略規劃

講求事權集中與尊重軍事專業。這項特點是表現在強化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主席的

戰略規劃功能與軍事建議權，此項精神基本上也是高尼法案改進美國文武關係的

重要措施。美國著名軍事學者依利歐特柯恩(Eliot Cohen)曾指出:「文武關係是戰

略的一個隱藏面，在戰時文人與軍人間不管有多大衝突，為了彼此利益最好是在

民眾前將這些衝突隱藏起來。在平時，只有少數專家、政治人物或是記者才會注

意到文人與軍人間的那些屬於正常的摩擦。」17 這段話點出一個事實，文人與軍

人間對國防決策往往會有意見相左的時候，而文武關係的健康與否直接影響到戰

略規劃的成功。伯納布羅地(Bernard Brodie)在他的名著《戰爭與政治》中就強調：

戰爭不僅是太重要，也是非常複雜，不能由文人或是軍人單獨處理，18 而如何達

成平衡的文武關係，釐清彼此間的權責範圍，這是成功的戰略規劃所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 

再就以美國經驗來說明文武關係對戰略規劃的影響。當1960年甘迺迪擊敗艾

森豪的副手尼克森成為美國總統後，他首先大幅度降低艾森豪的副手尼克森成為

美國總統後，他首先大幅降低艾森豪所重用的國家安全會議的實質功能，間接地

限制了聯合參謀首長們與總統之間的互動。甘迺迪基於對軍方能力的不信任以及

不希望挑起與蘇聯間緊張關係，遂將突襲古巴的純軍事登陸任務交由中情局主

                                                                                                                                            
2000), pp. 29-40. 

17Eliot Cohen, Foreword, “U.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risis or Transition?” in Don M. Snider, 
Miranda A. Carlton-Carew, eds.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vii. 

18Bernard Brodie, War an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73), p. 473. 



導，間接地導致豬玀灣(Bay Of Pigs)突擊的失敗。19 數年後，令美國不堪回首的

越戰，其中更是充滿了文人與軍人不合的經驗。美國軍方將領與國防部長麥納瑪

拉間始終無法步調一致，部長擔心軍方不肯實報軍情，也厭惡軍方內部的軍種競

爭，但他自己也並未將越戰的政策指導向軍方說個清楚。回顧越戰的失敗，兩造

都有話要說，文武關係不佳自然是主要原因之一。
20 

從戰爭型態的角度觀察，文武關係也深深影響著戰略規劃的品質。現代戰爭

強調發展聯合作戰，軍事專業主義的發展應以聯合作戰訓練為依歸，強調聯合作

戰的戰略規劃工作其難度相當高，更需要專業知識與跨領域的整合能力。軍隊的

戰略思維(strategic thinking)與作戰準則(doctorine)必須具備一致性與集中性，文人

統制的政治原則在實際國防事務運作中也必須支持此一戰略規劃特質。因此加強

文人在國防政策上的領導地位時，要注意避免弱化軍方高層的專業地位與權威，

同時也要避免戰略規劃事權被分割，將導致主事者無法由制高點掌握戰略規劃全

局。事實上，戰略規劃事權的集中並不影響文人的統制，不會危及文人對國防政

策的領導以及資源分配的主導權或監督權。其次，國防建軍備戰工作成效有其累

積性，因此講究一貫的戰略規劃思考與作為，而文人政府的更替則有可能對戰略

規劃的一致性以及建軍政策的延續性產生影響，甚而波及文武關係的和諧，這些

情形在美國也曾引起不少爭議與困擾，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研究與關心。
21 

我們參考美國的經驗可發現，美國自越戰以來歷經多次軍事行動失敗的教

訓，有心人士一直想將軍事戰略規劃工作做一大幅度改革，特別是經過伊朗人質

危機以及黎巴嫩大使館爆炸事件，突顯出軍方戰略規劃事權不統一的問題後，一

些國會議員結合了軍方退役將領積極從事立法改進這些問題，其中特別是朝如何

強化文人統制，以及統一軍方計畫作為發展聯合作戰的方向精進。22經過國會自

主成立以及總統指派的專案委員會研究後，雙方均提出了國防組織改革方案，最

後由國會立法通過所謂的《高尼法案》，該法案被視為美國現代國防組織改革的

分水嶺。近兩年來在我國國防組織再造的討論中也經常提及高尼法案，相關參與

                                                 
19H.R. McMaster, Dereliction of Duty,op.cit., pp.4-5. 
20羅伯．麥納瑪拉着，《戰之罪，麥納瑪拉越戰回顧》（台北：智庫文化，民國 84年），有關越戰
中美國文武間之互相不信任以及軍種間之門戶之見。 

21政府更替影響到文武關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柯林頓總統與聯參主席包威爾將軍間針對波斯尼

亞問題的爭議。 
22參閱 Richard H. Kohn, “Out of Control: The Crisis 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4),；參閱Douglas C. Lovelace, Jr., “The DoD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 Improving the 
Department through Centr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Organiz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 



制訂國防二法的人員，均將高尼法案的精神與內容視為研究參考的重要依據。 

高尼法案對於文人統制與軍事戰略劃有非常明確的概念性主張。在加強文人

統制方面有兩項主要規定，一是國防部長對建軍計劃（program planning）的主導

權力，這是在聯參主席協助下透過國防計劃指導（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來

落實；另一項規定則是用兵方面，部長對聯合部隊總司令（CINCs）所制訂的應

變計劃的給予指導，這是部長透過與聯參主席討論後並經總統批准所頒布的應變

計劃指導（Contingency Planning Guidance）來落實。
23 這兩項規定中都強調部長

須要與聯參主席討論並接受後者的建議。事實上，美國國防部戰略規劃作業的核

心是聯合戰略規劃系統（Joint Strategic Planning Syatem,JSPS），這是聯參主席經與

其他聯合參謀首長及聯合部隊指揮官商議後，正式表達其軍事建議的主要機制。

24 

在強化軍事戰略規劃方面，高尼法案中首先是要求國家領導階層國安會

（NCA）配合國家預算的提出，每年向國會提交國家安全戰略。在軍事戰略層面，

高尼法案則指定聯參主席負責戰略及應變計劃的細節。聯參主席同時必須協助領

導當局決定三軍部隊的戰略方向，按照國防部長的資源指導制定戰略計劃，25 所

謂協助決定三軍部隊的戰略方向，聯參主席負責制定國家軍事戰略，也同時按總

統與部長政策指導準備與審查各項應變計劃。聯參主席透過聯合戰略能力計劃將

部長的應變計劃指導轉換成聯合部隊指揮官們的明確任務計劃，聯合部隊指揮官

必須依照聯參主席的聯合戰略能力計劃發展本身的作戰計劃，並將其呈送聯參主

席奉核。26 由此觀之，聯參主席對於美國軍方戰略規劃負有關鍵性的責任與功

能，儘管他不具有部隊指揮權，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兵權，但負責審查各聯合指揮

部的應變計劃，同時必須加以整合並制定整體或全球性的戰略計劃。此外聯參主

席是美國總統及國防部長指揮聯合作戰指揮官的管道，也是後者向上面表達意見

的管道，這樣的設計在在地加強了聯參主席的軍事地位與專業功能。 

再從強化聯合作戰機制與功能的角度觀察，高尼法案大幅改變了參謀首長聯

                                                 
23Douglas C. Lovelace, Jr., ibid.80-82.應變計畫直接指導聯合戰略能力計劃的策定，後者是聯合部
隊指揮官擬定作戰計劃的依據。 

24參閱 The Joint Staff Officer's Guide, 1997, 5-5─5-11. 
25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 Conference Report (99-824) , 

p.19. 
26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User's Guide or JOPES（Joint Operation Planning 

and Execution System）(Washington D.C.: Joint Staff, May 1,1995,10-13). 



席會議的性質，使其從過去軍種首長的合議制變為聯參主席的獨大體制。在舊體

制下，聯合首長會議往往議而不決，除非所有軍種首長達成一致意見，聯參主席

很難向領導當局提供具體軍事意見。高尼法案後的歷任聯參主席，特別是從包爾

將軍開始，按照高尼法案所賦予的職權，開始強化聯合作戰的戰略規劃以及相關

準備訓練的制定與落實。以「基礎兵力」（Base Force）的軍事戰略變革為例，基

本上就是包爾將軍於 1989 年接任聯參主席職位後，針對當時國際整體形勢的大

變化，對美軍兵力結構與軍事戰略所作的調整，以因應新戰略環境的挑戰。
27 

由於高尼法案規定指揮鏈是由總統經部長指揮各地區聯合作戰司令部，各聯

合作戰指揮部不再受各軍種指揮，過去軍種本位主義的現象遂大幅改觀，尤其是

在用兵觀念與部隊訓練的層面上。此外，高尼法案也規定升將級的軍官必須具備

聯參工作的經驗與資歷，使得軍官們重視擔任聯參工作的機會。事實上，目前美

軍種的首長幾乎都擔任過聯合部隊指揮職，聯合作戰的觀念與訓練自然而然就被

三軍所接受與支持。
28 

國內人士討論高尼法案時，均只注意到美國文人國防部長權力的強化，就是

軍事指揮鏈是由部長到各聯合指揮部而不經由聯參主席或軍種首長，但卻忽略了

美方尊重軍事專業精神的務實做法，那就是總統與部長的命令均透過聯參主席向

各聯合部隊指揮官傳達，聯合部隊指揮官也必須透過聯參主席向部長表達意見。

29 換言之，聯參主席在美國國防部指揮各聯合部隊指揮官作戰行動中扮演一份極

為重要的角色。整體而言，目前我國相關人士在討論國防組織改革時，均已注意

到參謀總長作為三軍聯合部隊指揮官功能的強化，但是否也注意到總長作為軍方

最高階層，他所領導的參謀本部應對國防部整體戰略規劃表達軍方的代表意見，

而組織精進後的參謀本部是否具備足夠軍事專業知識與人力來主導戰略規劃，這

些都尚待觀察與研究。在目前整個國防部仍由軍人主導的情形下，我國文武之間

對戰略規劃的歧異並不是問題，但當未來純文人部長出現時，以及國防部的文職

幕僚人數增加到法定比例時，參謀本部與部本部間對戰略規劃工作上的職權劃

                                                 
27鑒於冷戰結束，包爾將軍提出了一些新的軍事戰略概念，諸如流氓國家的威脅、前進存在

（forward presence,取代舊有之前進防衛概念）。包威將軍的構想隨即成為美國國家軍事戰略與
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概念。參閱 Lorna S. Jaff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e Force 1989-1992, 
Joint History Office, 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http://www.dtic.mil/jcs/  

28有關聯戰觀念參閱 Peter J. Roman and David W. Tarr,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From Service 
Parochialism to Jointnes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3, No.1 (Spring 1998). 

29若聯合部隊指揮官認為與聯參主席意見相左，他可以直接向部長表達個人看法，但這種情形甚

為少見，美國軍方均認為聯參主席是軍事人員的最高領導人。 



分，就有可能引起嫌隙，或是產生許多文武關係上的摩擦，前述因兩造間文化與

思想型態上的差異所產生的問題，就亟有可能發生。 

第二節 政黨輪替後民主鞏固的觀察 

我國自解除戒嚴以來，歷經了自由化與民主化之後，已成為民主國家的一

員，但根據 1997 年一項研究調查顯示，尚有百分之五十點五受測大學生疑慮軍

人政變。30 也有學者研究指出，近 10 年來民主化的過程，雖然軍隊一直成功地

扮演保國衛民的角色，但是否仍然會對新政府效忠是一項值得考慮的課題。31 較

為突顯者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大選揭曉後，媒體披露部分將領欲掛冠求去，選

舉結果似乎衝擊到軍心。如果吾人依一般學者民主化的標準當判準，諾德林格認

為真正達到民主鞏固在時間上需要二十年；32 而在空間上，杭廷頓認為需要經過

「雙翻轉考驗」（two-turnover test）；33 即要真正成為一個穩定發展的民主國家，

國家須經過兩次以上的政黨輪替執政，如此民主政治才算真正達到鞏固的階段。

顯然中華民國已正式進入民主國家之林，但尚處民主鞏固的脆弱階段。34 

隨著民主化的發展，政黨輪替已經把我們帶入一個新的時代，更多元的參政

環境與更自由民主的社會，都顯示了台灣民主的成就。民主是現代社會的普世價

值，更是世界各國不斷追求的目標，而對一個國家民主鞏固狀況的檢視，就成為

相當重要的課題。在探討民主鞏固問題的諸多面向中，誠如學者舒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指出來的：「文人統制軍隊（civilian control over the military）的制度

架構，構成了民主鞏固的神經中樞。」杭廷頓在名著《第三波》書中所探討的民

主轉型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減少軍人干政和建立專業型態的文武關係。本節將以

軍隊對政黨認同趨向與政黨輪替後的軍隊角色扮演兩大面向來探討我國政黨輪

替後的文武關係與民主鞏固。 

壹、軍隊政黨認同趨向 

軍隊政黨認同的問題，在兩岸敵對的非常時期，國民黨掌握了台灣所有的政

治與軍事工作。因為時空環境的需要，軍隊對黨國的忠誠成為軍隊政治教育與政

                                                 
30洪陸訓，前揭書，頁 53。 
31許禎元，《政治學研究方法與統計》(台北：五南，1997年)，頁 199。 
32游清鑫，〈台灣政治民主化之鞏固：前景與隱憂〉，《政治學報》，27期(1996)，頁 219。 
33洪陸訓譯，前揭書，頁 162。 
34Samuel P. Huntington, op cit, 266-267. 



戰工作的重點。黨與國在當時是分不開的，多年的政治教育塑造了一批對個別政

黨相當忠誠的部隊指揮人員，也因此在面對政黨輪替與政治變遷時產生了適應的

問題。部隊的政黨認同來自於政治教育，因此政治教育的修訂也顯得特別的重

要。要成為一支國家化的軍隊，改變不正確的政黨認同與政治教育是迫在眉睫的。 

政戰輔選問題是我國文武關係中政黨認同相當值得深入討論的部份。我國在

解嚴以前，因為與對岸一直處於敵對關係，加上國共內戰時期的教訓，當時執政

的國民黨對於軍隊的掌握工作一直做得相當的仔細。當時總政治作戰部，除了一

般的政治教育與思想教育工作之外，軍隊的信仰徹底黨化與對領袖的精神信仰成

為政戰體制的主要工作。在軍隊中，政戰體制於各個時期有不同的角色扮演，

1950-60 年代的蔣介石政府時期為建置的階段，致力發展政工系統，著重的任務

為領袖崇拜，軍隊黨化及反共教育。1960-80 年代蔣經國政府時期，著重的任務

為軍隊監察、社會情報蒐集以及反共教育。1990 年代李登輝執政時期，政戰體

制及功能已經逐漸式微，掌控軍隊能力大不如前，此時期的任務重點則轉移到心

理諮商、社會情報蒐集及輔選任務上。35 輔選任務是阻礙文武關係良性發展的不

當措施之一，在民主化的國家中，雖然我們也對軍人施以公民教育，訓練軍人成

為一個人格健全完整的合法公民，有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政黨認同，但是在執行軍

事公務時，部隊會要求所屬一定要秉持政治中立的態度執行任務，不為特定的政

黨或是候選人進行輔選或是動員，這是「軍隊國家化」概念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組

成因素。以這樣的觀點我們來檢視政黨輪替前後，兩個執政黨在相關選舉時期的

作為。 

在政黨輪替之前，跟據蘇進強與沈明室的看法，「每到選舉季節，軍隊所派

出的聯絡人積極的開始在各村里穿梭，調查動員能量，瞭解投票意向，動員投票

等，甚至在投票前安排較穩定支持國民黨的軍人返鄉投票，並給予任務提示，已

成為選舉季節來臨時軍隊的專案任務，若是動員不利導致被輔選者落選，對被任

務賦予者的升遷也會造成影響」。36報紙對於軍隊政戰系統幫國民黨進行輔選也有

過相關的報導。37由此可知，即使在解嚴之後，因為國民黨長期執政與軍隊長時

                                                 
35許禎元，〈從政戰制度看台灣軍隊的政治教育(1950-99)〉，《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 2
卷第 2期(2000年 6月)，頁 18-19。 

36蘇進強、沈明室，〈國軍政戰制度與文武關係演變的展望〉，《國防政策評論》，第 1卷第 2期(2001
年 1月)，頁 50。 

37〈軍隊已政治中立，軍中惡鬥未曾歇〉，《聯合報》，民國 90年 12月 19日，版 2。 



間黨化雙重因素的影響，即使軍隊的思想漸漸開放，公民教育與政治教育的日益

健全，軍隊政治中立的宣導也不遺餘力，然而，為當時執政國民黨輔選工作仍然

進行著，這對於軍隊的國家認同與政治中立有絕對性的傷害。民進黨執政之後，

因為政黨意識型態的背景與國軍政治教育的反台獨傳統，對於軍隊參與輔選的工

作並沒有太多的施力點，但也聽聞南部部隊在民國 90 年年底立委選舉前一天下

午，臨時取消既定晚上的部外學者蒞部演講，提早讓軍士官兵回戶籍地投票以增

加投票率，間接幫助選舉的情事。政黨輪替後，部隊被主政者利用的情形雖有改

善，但似乎仍不能完全免除於外。 

此外，觀察民進黨的創立過程，以至 2000 年首度政黨輪替取得執政權，一

路走來，著實歷經長期的奮鬥。當年 3 月出版的《二十世紀的台灣》〈政權首度

和平轉移〉一文就曾記述： 

「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結果由陳水扁、呂秀蓮當選，各地民進

黨的支持者爆出驚呼，象徵台灣歷史掀開新的一頁。這是中國歷史上，同時也是

台灣歷史上，首度以和平的民主方式轉移政權。整個過程動盪激情，猶如驚濤駭

浪，選後亦面對諸多不測。儘管如此，首度政權和平轉移樹立了重要的憲政慣例，

其成敗具有深遠的影響。」 

就如前述，而其成敗的主軸就在於台灣軍隊的態度和立場上，原本歷經三年

多來的轉換過程並無非議，但是，近來窺探整個民進黨的發展過程，「台灣獨立」

已經成為其基本的教義與主張，尤其在面對「一個中國」的原則上，此點不僅內

部爭議不斷（意識形態），無法凝聚向心，而且中共在國際上持續打壓矮化，國

家認同危機，恐多不測，宜加慎行。因此，誠如許多文武關係學者所強調的，建

立軍人正確的政治觀念是必須的。軍人也是一國的公民，自然不能置外於政治，

但是對於軍人特殊的角色與身分，我們必須建立軍人完整的政治知識，並且教育

他們「軍人置外於政治」的基本觀念，如此軍隊國家化方有可能達成，民主鞏固

始得深化。 

貳、政黨輪替後的軍隊 

根據西方學者范納爾在研究第三世界軍人干政時發現，政治文化與軍人干政

有很大的關連性。38 民主素養愈高的國家愈不易發生軍人干政的情形，因軍人主

                                                 
38華力進，〈中華民國的行政發展〉，《人文社會科學論文集慶祝歐陽澤民七秩華誕人文社會科學



觀上會接受文人統制的觀念，而干政後亦無法得到人民有效的支持。依照江炳倫

的定義，若以各國人民對各政治對象的認知、感情和評價的有無或高低情況作判

準，則政治文化可區分為：地方性的、臣屬的、參與的等三種類型，參與型政治

文化是指人民對政治體系、其輸出面、輸入面以及個人的能力，皆有高度的認知、

有所好惡、有所評價，此為高度發展的民主國家。39印證我國現況，國內政治文

化發展似乎達江炳倫所謂「參與型政治文化」，觀察兩千年總統大選後國軍表現

似乎更可印證此一觀點。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

民享之民主共和國。」這表示中華民國所秉持的立國精神與建國理想。在這迅速

變遷發展的時代裡，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掌握世局與社會脈動，堅持立國的基本

精神，才能使其國民安享樂利的生活。西方學者白魯旬推崇發展中國家的軍隊是

一個現代化的組織，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代言人。40 乃是因軍隊是一嚴密的組

織，透過其嚴格的教育訓練，可造就出一批具備技術專長、講求管理效率，又兼

具愛國心、使命感、團隊精神與守法守紀觀念的國民。41 在國民革命史上，國軍

扮演「建國者」的重要角色，貢獻甚大；而國軍在台灣發展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42 對「國家整合」、「國家建設」甚至「民主發展」等皆有其一定程度的貢獻。軍

隊是國家的，依憲法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所以國家是全民

的，因之，國軍亦是全民的國軍，國軍優良的傳統與精神，便是服從國家憲法及

制度的規範、支持政府，誓死保衛中華民國。軍人為國民的一分子，我國雖未到

達杭廷頓及諾德林格的民主鞏固標準，但就整個政治文化來看，軍人干政的可能

性極低，列舉案例觀察印証。 

一、政治中立方面 

有關我國憲法「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的規定，目的是確立文武關係的分

際以及避免「軍人干政」的疑慮，也是軍人保持政治中立的明文規範之一。根據

立法院91年1月三讀通過的「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修正條文，43 終

                                                                                                                                            
論文集》(台北：聯經，民國 77年 12月)，頁 569-583。 

39洪松輝、莫大華譯，《馬背上的人─軍人在政治中的角色》(台北：政戰學校，民國 86年 11月)，
頁 9。 

40江炳倫，《政治文化研究導論》(台北：正中，民國 72年)，頁 71-75。 
41Lucian W.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and Brown, 1966), p.172. 
42M. Palmer, Dilemma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tasca: F.E. Peacock Publishers, 1980), p.223. 
43「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修正條文第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後備軍人，其對象如



止了「外職停役」所有的管道。未來所有的軍人必須比照一般人民，不論軍階高

低等級，都必須在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後才能轉任公務人員。此項規定的意義

在於釐清了文武官員的分際，有助於達到公平以及制度化的原則，在文武關係理

論上也進一步符合「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的憲政要求。44  

二、文人統制而言 

國防二法的頒行不但代表我國國防體制的制度化，更重要的是，「軍政、軍

令一元化」的指揮體系是文人政府統一和集中對軍事和軍隊領導的有效途徑之

一。在行政領導系統上，由代表文人(民意)領軍的總統和國防部長，直接統制軍

隊，指導和督導軍事安全政策執行；在民意監督系統上，使國會部門便於透過質

詢、糾舉等監督權，促使國防部及武裝部隊負起國防軍事安全的責任。因此，「軍

政、軍令一元化」既是落實「文人統制」的途徑之一，也是實現民主政治的指標

之一。此外，文人對於軍隊的控制主要表現在「人事」以及「預算」這兩項重要

的權力行使。在人事權上，根據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總統依法任免文武官員」，

因此，在「形式」上總統具有任免軍官以及士官兵最終的權力。但是由於行政院

長對於總統的人事命令擁有副署權、45 總統任免軍官必須受到相關法規之限制46 

以及非正式的「軍中升遷倫理」慣例等諸多正式與非正式的制約，使得總統如果

希望在軍隊人事中展現國防政策理念，就必須依靠純熟的統制技巧，以及軍隊對

於總統「最高人事命令權」的完全尊重。47 陳水扁總統就任初期，對於軍隊的人

事調動以穩定為優先，一直到執政一年半後，才對於高階將領的人事作大規模的

調動，進ㄧ步貫徹其治軍理念。例如：90 年底空軍作戰司令李天羽將軍升任增

                                                                                                                                            
左：一、常備軍官與常備士官依法退伍者。二、志願役在營服役之預備軍官、預備士官及士兵

依法退伍者。三、作戰或因公負傷離營者」；第五條之一規定：「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

員，依考試定其資格。 
44對於後備軍人在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保障上，考試院於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公佈「後備軍人

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在軍人轉任文職考試的年齡限制、體格標準、報考費用以

及比敘任用上都有優待保障，以維護軍人權益。 
45中華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佈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長之副署，獲行

政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雖然民國八十六年七月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增訂：「總統發

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國民大會獲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

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縮減行政院長副署權之範圍，但是有

關軍官士官兵任用命令還是需要經過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46「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軍官之任官，由國防部審定，報請行

政院轉呈總統任之」。因此，理論上對於軍官之任用與晉升，是「由下而上」的建議清單，而

非「由上而下」的人事命令。 
47例如民國 80 年底，李登輝總統希望晉升蔣仲苓為一級上將，因遭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杯葛而
作罷。 



設的空軍副總司令，91 年 2 月成為空軍史上第一位非空軍官校出身的空軍總司

令；91 年 2 月時任軍管部副司令陳邦治中將，升任參謀本部海軍副總長，又於

同年 8 月特任為後備司令並晉升為二級上將；91 年 1 月軍事情報局大陸研究室

副主任潘愛珠上校晉升為少將，擔任軍事情報局政戰部主任，成為我國史上第三

位女將官；91 年 2 月監察委員康寧祥轉任國防部軍政副部長。這幾項人事命令

案都衝擊到過去軍方對於「軍中升遷倫理」的慣例，也受到社會輿論的矚目，其

間並傳出各軍種內部人事鬥爭的傳言。不過，軍政軍令一元化的實施，陳總統完

成了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三軍總司令和三位副參謀總長的人事命令，決定性的

確立了三軍最高統帥的權威，48 其所代表的意義是總統對於軍事高階將領的任

命，在法律的範圍內具有充分的主導權，49 可藉由高階軍事將領的任用以貫徹總

統的治軍理念；同時，總統對於高階將領具有完全主導權，也代表著國軍對於總

統統帥權以及文人統制理念的尊崇，並彰顯我國在政黨輪替後重大之意義。 

三、民主價值的認同 

軍隊是一個重視光榮傳統以及歷史傳承的組織，尤其對於奉為「國民革命軍

之父」蔣介石總統的精神與志業更是緬懷永恆的追思。但是，當政治民主化以及

政黨輪替後，舊有政體的變革和新執政黨的一些不同於傳統的價值觀，也衝擊到

軍隊對於其傳統價值的思維。前（91）年 6 月 27 日，內政部考量基於政黨輪替

將成為民主常態，卸任元首將愈來愈多，實有必要對於現行「機關學校團體懸掛

國旗、國父遺像、先總統蔣公遺像、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遺像暨元首玉照辦法」作

一修正。50 因此在新修頒的「國旗國父遺像及元首玉照懸掛要點」中規定，各級

                                                 
48《聯合報》，民國 91年 1月 25日，版 4。 
49對於高階均勢將領的晉升，「陸海空軍軍官士任官條例」第七條規定：「軍官、士官之晉升必須

逐階遞進，並應依照左列之規定：（1）晉升必須考績合格，停年屆滿，具有上階官額者。（2）
上尉晉中校、上校晉少將，除合於第一款外，並須於尉官或校官官等內，完成其所要之經歷及

教育。（3中將必須建有殊勳，使得晉任二級上將；再建殊勳，使得晉任一級上將。） 
50有關國父遺像及元首玉照懸掛之規定，原係依照行政院頒「機關學校團體懸掛國旗  國父遺像
先種統  蔣公遺像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遺像暨元首玉照辦法」規定辦理，上開辦法係源自總統
於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八日統(一)字第一 O三號訓令發布之「各級機關學校團體懸掛國旗  國父
遺像及元首肖像辦法」。嗣後基於各界反映先總統  蔣公及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對國家之重大貢
獻，為表達尊崇級緬懷追思之意，復經行政院於 70年、77年兩度修正迄今亦已 10餘年。依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應基於法律之授權；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規定：「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一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令，

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兩年內，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

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有關元首玉照懸掛事項，相關法令並無授權規定，內

政部爰依前開行政程序法規定，並考量為因應社會還境變遷及符實際需要，並求禮堂及集會場

所之佈置莊嚴、隆重、簡明，及便於遵循，訂定「國旗國父遺像及元首玉照懸掛要點」，並由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日後只懸掛國旗及國父遺像，而不再懸掛卸任總統玉

照以及遺像，也就是說將取下兩蔣卸任元首的遺像。但是，當行政院討論本案時，

國防部指出，國軍一向尊奉先總統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之父」，為了明示國軍

傳承及領導統御所需，國軍部隊仍然需要懸掛蔣公遺像、參謀總長和軍種總司令

玉照。此一堅持終於獲得內政部同意，讓國防部可以沿用現行規定，保留懸掛蔣

公遺像之傳統。51 此一事件曾引起爭議，認為內政部政策應一體遵行，不應有例

外。但就文武關係互動來看，軍方為爭取本身的集團利益與文人機構發生爭執或

衝突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這次軍方為維護本身傳統價值觀而勇於向文人政府表達

不同的意見，並且獲得文人同意，這在以前是少有的現象，但卻是文武關係走向

民主鞏固的標示。 

第三節  解嚴後文武間的互動關係 

二次波灣戰後，根據華盛頓評論報導：52 重作馮婦的美國文人國防部長倫斯

斐正大刀闊斧推動軍事事務革新，且淺嚐戰勝滋味之際，但也同時面臨紛至沓來

的挑戰及批判。因為他的強力作為儘管引起政府部門之間意見不合，且是意識型

態之爭，以及若干軍方將領私下負面不同評價，如戰前陸軍參謀長及陸軍部長被

迫辭職，與中央指揮部司令法蘭克斯暗中不合，加上駐歐美軍司令向來都是陸軍

將領出任，他卻任命海軍陸戰隊上將瓊斯出任，並由特戰部隊的司庫梅克上將出

任陸軍參謀長等等。但改革方面，不論在建軍理念與實際作法，卻仍受肯定，地

位依然穩固，堪稱「文人統制」的典範。由前述可知，美國已歷經 70 餘年文武

關係的洗禮，仍存諸多矛盾及磨合。反觀台灣現況，解嚴後其文武關係模式，尚

且不到 20 年的光景，文武互動關係良窳尚難論斷，本節主在廣泛描述我國各層

面文武之間的互動，包括總統、國會、媒體及社會與軍隊互動情形。 

壹、總統與軍隊 

一、蔣經國總統時期 

解除戒嚴為蔣經國總統晚年主政的一項重大決策，即軍事管制和軍事審判的

                                                                                                                                            
行政院廢止原辦法。 

51《聯合報》，民國 91年 6月 27日，版 4。國軍現行規定：正前方是國旗暨國父遺像，正後方是
先總統蔣公遺像，右前方是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右後方是參謀總長照片，左前方是陳水扁總統

玉照，左後方是軍種司令相片，期間穿插掛各種軍種特性照片。 
52《中國時報》，民國 92年 9月 3日，版 14。 



措施得以終止，回歸到民主憲政的常軌上。解嚴前夕他於國民大會民國 74 年度

年會指出：總統繼任者的問題，只存在於專制與獨裁的國家，在我們以憲法為基

礎的中華民國，根本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國立國的基礎是以憲法為依據的，所以

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那就是由貴會代表先生們代表全國國民來

選舉產生之。換言之，為了讓國家領導人繼承法制化，反對其家人接班或軍人干

政。此一認知，具體反映在蔣經國總統去世後，當天晚上八點零五分李登輝副總

統依憲法規定宣誓繼任總統，短短四小時完成了政治繼承程序，展現中華民國推

展民主憲政的實力與決心。 

此外，民國 75 年底民進黨成立後，蔣經國總統接連三天分批召見黨政、情

治、軍事首腦，要求各單位對於民進黨成立一事，未奉命令不得輕舉妄動。而軍

人此時已逐漸遠離國民黨的決策核心。 

二、李登輝總統時期 

  李登輝總統乃繼承蔣經國總統未完之志業，予以發揮光大。事實上，無論在

民主改革、文武關係發展，卻帶給台灣自由繁榮、和諧穩定與積極創造力。無疑

的，其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取代的，並可從以下的重要作為來作觀察。 

  首先，民國78年12月5日，擔任參謀總長長達8年的郝柏村上將轉任文職

的國防部長。在蔣經國總統去世後，國內局勢不穩定，權力不清時，掌握兵符的

郝柏村曾經九次向李總統宣示效忠；53 尤其是經國先生去世當日晚上，郝即在副

總統官邸的客廳指揮憲警人員處理保護李副總統的安全工作。54 並公開發表談話

及致敬電文，向國軍說明，在權力移轉時刻，軍人要善盡維護國家與社會安全的

責任，服從及支持新任領袖李登輝的領導，更是三軍不移的天職，並在擔任參謀

總長的最後兩年間（民國77、78年），與李登輝總統雙方均秉持「善意第一、和

諧至上」，並相互調適的原則。當時李總統均對郝總長的安排言聽計從，而郝總

長的態度也相當謹慎克制。55 

其次，民國79年2月11日，國民黨內因為第八任總統與副總統題提名問題，

產生主流、非主流之爭，部份離開軍職的將領如許歷農、郝柏村、王昇、蔣緯國

                                                 
53張友驊，《李登輝霸權危機－李郝軍權遊戲》（台北：新高，1992年 12月），頁 38。另一說為

12次，顯見軍人依法效忠三軍統帥的決心與毅力，而這樣的宣誓與作為，在當時的背景下，
有其必要性。 

54張友驊，前揭書，頁 62。 
55洪松輝，〈論中華民國文武關係的發展（1949-1997）：另類的台灣經驗〉，《第二屆中華民國─台
灣經驗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86年），頁 106。 



亦牽扯其中，但軍方卻未受到太多的波及，後來經「八大老」56 的安排暫告落幕，

其中成員之一的袁守謙則為軍方出身的老將領；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郝柏村在接

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面對台灣的政治環境，他個人的信條就是不介入任何的政

治鬥爭」；而其立場是「支持政府，服從政府」，效忠中華民國憲法所產生的總

統。
57 民國79年5月20日第八任總統就職，內閣改組，郝柏村在擔任短暫的國防

部長(民國78.12. 5-79.5.31)後奉命組閣，引起社會大眾對「軍人干政」58 的質疑；

但如郝氏所言：「我做行政院院長並不是拿著槍桿子逼迫李總統提名我，也不是

拿著槍桿子到立法院逼他們同意我，還因此放棄了一級上降的頭銜，終生與軍隊

脫離關係，這算什麼軍人干政？」。易言之，郝柏村上將乃除役，以文人身份入

主行政院，因而化解了許多阻力。 

基於上述的觀點，文武關係和諧發展的指標，便是統帥在人事任命是否順暢

為準。因此，李登輝總統在主政期間所任命的將領從民國77年1月13日至民國89

年5月20日止，所晉陞的上、中、少將級軍官超過一千位以上，59由此可見統帥權

的順暢，與人事任命是相關聯的，即是重要軍職的任期制，彰顯出傳統的典範，

一切均以憲法為依歸，故統帥權的領導益形穩固。然而，在李登輝掌握統帥歷程，

從與軍方毫無淵源開始收攬軍權，迄對軍方有不容置疑的掌控能力，此期間，權

力的轉折與消長均與郝柏村有密切的關係，謹就下列三個案例加以探討：60 

（一）「國防會議」衍生風波 

  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後，於民國79年12月27日至80年6月28日止，

每週召開「國防會議」，這件事經民進黨立委葉菊蘭提出緊急質詢後揭露，經媒

體渲染、臆測後，使李登輝與郝柏村之關係陷於緊張。「國防會議」衍生的問題，

實乃李、郝決裂的一個重要轉折。惟就體制言，郝柏村擔任參謀總長時，始終堅

持軍令系統歸屬統帥權行使範圍，絕不允許行政院院長、國防部長參與「軍事會

談」。俟郝柏村接掌行政院院長後，卻以「國防會議」調停軍政、軍令系統的爭

                                                 
56「八大老」：黃少谷、袁守謙、陳立夫、辜振甫、李國鼎、倪文亞、謝東閺、蔣彥士。 
57洪松輝，前揭文，頁 106。 
58「軍人干政」範納爾認為：以武裝力量強迫性地取代被認可的文人政府的政策或人員，的確，

軍人可以作為(commission)和不作為(omission)的方式去干預政治，其行動或有違於政府的願
望，或者在政府徵召時拒絕行動，二者均屬強制性。換言之�就是軍人不能堅守政治中立，以

軍事力量或取代文人政府，而破壞文人制度的典則，若以此定義而言，我國似乎無此現象。 
59《自由時報》，民國 89年 1月 2日，版 4。 
60張友驊，前揭書，頁 3-8。 



執，並認為如同主持「治安會報」、「財經會報」般，是屬行政院院長權責。同樣

性質的會議，郝柏村依其職務而有不同的標準，實難杜絕悠悠之口。李、郝化解

風波的方式，是將「國防會議」討論專題轉由總統府「軍事會談」討論決定，在

李、郝共同參與「軍事會談」狀況下，解決軍政、軍令之間的問題。 

（二）劉和謙接任總長郝柏村錯愕 

民國80年11月，參謀總長陳燊齡依規定在任滿前向李登輝表達了堅持求去

的意願，但是陳燊齡去職之後，應由誰來接任參謀總長，卻令李登輝傷透腦筋。

因為依照慣例，參謀總長一職，應該是由具有總司令背景的現役上將出任；陳燊

齡的下一任照理應由海軍系統的上將擔任。郝柏村建議應該由時任總司令的葉昌

桐出任，不過李登輝不願看到郝系勢力再度坐大，找了當時已擔任總統府戰略顧

問的海軍上將劉和謙擔任參謀總長。劉和謙在擔任海軍總司令期間，曾因為購買

荷蘭製造的兩艘潛艦計畫，與當時擔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發生過意見上的爭執，

郝與劉之間就因立場不同，導致劉和謙在交卸總司令職務後，被調往聯訓部主任

的閒缺。所以，任命劉和謙為新任參謀總長，可達到壓制郝系將領在軍中的發展

與擴張。李登輝在迅速發佈劉和謙接任參謀總長及陸續完成其他將領人事命令

後，令郝柏村頗為錯愕。李登輝在軍權的鞏固上，已將過去呈現的居於下風以及

弱勢情形改變，並即刻帶領新職的將領巡視部隊。在經過了將近四年的時間經營

國防、國家安全方面的事務後，李登輝已擺脫了郝柏村在軍中的影響力，且建立

起屬於他個人風格的領導模式。 

（三）蔣仲苓晉任風波 

民國78年12月，蔣仲苓調任總統府參軍長，取代了空軍出身的郭汝霖，使

李登輝掌握了郝柏村及軍系將領的動態，協助李登輝拉攏軍系第二線將領；後來

更以「回歸體制」的策略，將郝柏村隔絕於總統府「軍事會談」之外。故當李登

輝欲提拔蔣仲苓晉升一級上將時，即引起郝柏村強烈的異議，從而演變為不可測

的政治風暴。李、郝針對蔣仲苓的晉升問題，是由人事任命轉折為府、院副署權

之爭，再從副署權之爭轉為總統府參軍長人選之爭：主要是由李登輝欲藉用蔣仲

苓對陸軍人事的瞭解，以壓制郝系將領。郝柏村為反制蔣仲苓居間發揮作用，於

是先將蔣仲苓的人事案導入府、院副署權之爭後，再予以擴大，使李、郝關係產

生緊張對立。很顯然的彼此暗中較勁，絕非僅是面子或副署權之爭，而是軍權消

長之爭。若蔣仲苓如願晉升一級上將，則為李登輝主控軍權間清除障礙。郝柏村



認為若同意蔣仲苓的晉升，勢必交出部分軍權；一旦無法主控軍權，郝柏村也將

步入俞國華與李煥的後塵，這是郝柏村絕對無法容忍的。 

李、郝針對蔣仲苓的晉升，歷經一年的僵持，其間波折迭起，最後蔣仲苓為

免背負「府、院分裂」的罪名，特以「顧全大局，團結和諧」為由謙辭晉升一級

上將。81年10月蔣仲苓除役轉任國策顧問前夕，以「宰相肚裡能撐船」為辭，

諷勸郝柏村不要動輒干預統帥的人事佈局，引起將領的迴響，改變軍系對郝支持

的態度。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院長時，軍系以「效忠李登輝，擁護郝柏村」為口號。

然而，在兩年不到時間內，軍系對郝的留任，已改變為「在主觀意願上，仍支持

郝的留任，但隨客觀政治環境轉變，若李登輝撤換郝柏村，軍系也不會感到意

外」。此無疑暗示「軍權變局」將隨郝柏村的去留，提前來臨。 

三、現任總統陳水扁期間 

民國 89 年總統大選在台灣揭開了歷史的新頁，民主國家習以為常的「政黨

輪替」首次在台灣發生。面對台灣逾五十年來首度的政權轉換，對毫無執政經驗

又無執政準備的民進黨陳水扁總統而言，國防政策上的欠缺經驗，正是其執政初

期，鞏固執政權力與穩定政局的最大隱憂。所以，陳水扁總統就不得不仿李登輝

初掌大位之際，藉助設職分位，創造籌碼，61選擇在政黨轉換中，以唐飛任行政

院長，伍世文任國防部長，湯曜明續掌參謀總長的過渡性安排，期藉軍方的安定

力量順利完成世代交替。軍隊向來是左右政局的關鍵力量，也是安內攘外的主要

保衛者。大選當日下午四點許，在總統選舉投票結束尚未開票之際，當時的參謀

總長湯曜明即以：「國軍的立場與使命」為題，發表國軍是國家的軍隊，一切作

為均以憲法為根基、民意為依歸，國軍將依憲法服從新任國家元首的領導」，公

開發表談話，62 並代表國軍向即將產生的三軍統帥堅決保證：國軍必定竭智盡

忠，犧牲奉獻，捍衛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
63 此舉不僅顯示出台灣軍方彰顯軍隊

國家化的民主成就，更是政權成功轉換至為關鍵的表徵。換言之，台灣軍隊成功

扮演文武間穩定性的關鍵角色。然而在政黨轉換當時，一般輿論或學者專家雖多

持「軍隊堅守中立，有助政局安定」來看待，但也莫不認為「領導高層變天對軍

方衝擊不小，仍有賴陳水扁發揮智慧穩定軍心」的疑慮。雖然選後的第三天（89

                                                 
61張慧英，《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台北：天下，2000年 5月），頁 46。 
62《聯合報》，民國 89年 3月 19日，版 2。 
63《中國時報》，民國 89年 3月 19日，版 2。 



年3月23日）軍方隨即釋出善意，安排陳、呂聽取國防機密報告64，席間陳總統

也表達對於軍方保持「軍隊國家化」的肯定，並於隔日立即表示「安定軍中人事」

的態度，
65 但實則並非如此容易取得陳總統對於國軍的態度真正信任。故有破天

荒的由元首接見國軍「莒光日製播小組」及一連串緊密的巡視與講話行程，強力

建構軍隊必須落實國家化的決心。 

陳水扁就任總統後，旋於6月16日主持陸軍官校校慶時揭示「決戰境外」

與「全民國防」的新概念。宣稱將本加強國防武力建設，以「有效嚇阻、防衛固

守」的政策，積極籌建「高素質、現代化、專業化」的國防勁旅，並依據「制空、

制海、反登陸」作戰程序，與「精準縱深打擊、提昇早期預警、爭取資訊優勢」

及「決戰境外」觀念， 做為未來台灣建軍備戰的方向。此一論點的提出，在當

時確實曾引發關心國防事務與文武各界的隔空辯論。此後，更以改革者角色，致

力推動國防二法的實施，確立文人統制的制度，不僅僅是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一大

步，更是符合社會期待以及奠立文武間互動關係的典範。揆諸陳總統主政近四年

來，有關「軍隊國家化」議題的講話概有十餘次之多（附錄三）。從附錄中即可

看出執政之後，陳總統對於軍方的信任與亟欲建構台灣軍隊中立化的決心與堅

持。 

此外，新執政黨與軍隊並無特別的淵源，頂多是國軍在愛國教育中的假想

敵，理當為正常的政黨與軍隊關係樹立一個新的典範。然而，陳水扁政府拉攏國

軍的動作相當明顯，破天荒的改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以晉升將

領、66 親自召見晉任將領與外島司令官、67 宴請高階將領與備役將官等，68 雖不

能以此認定有違軍隊政治中立，但是引人非議仍不無可能。政黨輪替後我國軍隊

的政治中立似乎並沒有逃過執政者關愛的眼神，畢竟擁有數十萬戰力的國軍，仍

是政治舞台上的兵家必爭之地。由一些小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出新政府對軍隊政治

教育的壓力：在尚未政黨輪替之前，台獨運動與台獨份子一度是國軍眼中的「三

                                                 
64《聯合報》，民國 89年 3月 24日，版 3。 
65《中國時報》，民國 89年 3月 14日，版 3。 
66民國 89年 5月 20日陳水扁先生就任我國第十任總統，民國 89年 6月 26日行政院依據（89）
台人政企字第 012972號令修正發佈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 21條規定，將晉
任生效日期由每年 1月 1日改為每年的 1月 1日或 7月 1日，並於同年的 7月 1日晉任余連
發等 61名將級軍官，其時間的巧合與準確的銜接，不得不讓人有新政府藉由晉任將官以達到
籠絡軍系的聯想。 

67《聯合報》，民國 89年 8月 31日，版 4。 
68《聯合報》，民國 89年 2月 4日，版 4；《聯合報》，民國 89年 8月 31日，版 4。 



合一敵人」，也是絕不見容於軍隊的政治思想。但是，隨著新政府的執政，對於

「反台獨」的政治教育已經從軍中莒光日愛國教育中消失。
69 對照於當時參謀總

長湯曜明於民國89年3月22日堅定反台獨立場的談話，70 我們不難看出軍隊在

政治教育上面所受到的壓力。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我國文人統制的傳統建立良好，在重要政策的決定與重

要人事的任用上，文人政府在尊重軍隊倫理的基本立場下，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

權，
71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而當年不具軍人背景的文人國防部長陳履安與

孫震兩位先生上台，也未見軍系將領有不適當的反應與表現，這些都是我國文人

統制已經達一定穩固程度的表現。所以說，我國未來在文武關係的發展上應著重

於文人與軍人之間恩庇侍從關係的斷絕，建立正確合理的升遷管道，養成「軍隊

國家化」的觀念，以收正常文武關係之效。 

 

貳、國會與軍隊 

在民主的時代，國家的權力乃由人民所出，國家的意志定決於民意。而現世

風行的代議制度，即是透過民意所決之代議士來操縱立法權，同時監督行政，甚

至行政權也以民意是視。我們可以換句話說：民意已掌握國家權力。在此民主之

代議政治下，只要代表人民之國會擁有預算權及對行政方面的監管權，以及對宣

戰、媾和有議決之權時，無可避免地，國會已擁有監督軍隊之籌碼與權柄。故所

謂「國軍」，也是「國會之軍」，更表彰了國會與軍隊間之密切關連。但在民國

76年前的國軍，因受「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及「戒嚴令」等特殊環境限制，

於國家安全、軍事勝利的前提下，軍隊通過上述法令的援權，將其職權擴張至行

政、立法、司法三部門中；國會的職權被縮小，而功能亦由主導國家政策轉為依

政府部門之需求，來製訂各種法案，以應付緊急狀況需要。72 因而，戒嚴時軍隊

與國會的互動，是較偏一而單純的。解嚴後民主化、自由化的增進，威權統治瞬

即消逝，軍權即退回平時的法治體制，接受民意的監督。如同前行政院長俞國華

                                                 
69《聯合報》，民國 89年 7月 24日，版 4。 
70《聯合報》，民國 89年 3月 22日，版 3。 
71《聯合報》，民國 90年 12月 12日，版 2。據報載總統對於參謀總長所提高階將領職位異動建
議案不予同意、逕行退回，充分展現出「統帥權」的行使效力，似乎可以作為相關的佐證。 

72朱文德，《我國憲法上國會與軍隊間之關係》（台北：永然，82年 6月初版），頁 243。 



於民國 77 年在立院宣稱：「以黨領軍」的時代已經結束。73隨著政治開放，國軍

也邁開腳步，朝向「軍隊國家化」邁進。然則，國防何其龐大，以國防預算常佔

國家總預算近百分之二、三十之比例，可知欲有效運用如此龐大的國家資源，且

在不危及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讓代表民意的國會，依法律所載職權加以監督，就

成為解嚴後社會國家所關心的話題；除預算監督外，國會與軍隊間之關係決不僅

於此一狹隘範圍，國會與軍隊如何在今日開明的政治環境，尋求彼此的地位，達

成各自的功能，以維國家的安全、人民生命財產的自由，更是重要的課題。 

國會依大法官會議於民國46年發佈第七十六號解釋文認為：「國民大會、立

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74 然而，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屆

臨時會時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原有憲政體制做了大幅度修改。其中監察委員改由

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之，與考試委員、大法官之產生方式相同，已非民意代表，

75 監察院已不具備民意機關之實。國民大會則改為非常設機關，職權亦被大幅削

減，76 依增修條文來看，國民大會行使職權時猶代表民意，其部分職權之行使猶

影響軍隊；故僅就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二者為探討範圍。 

解嚴後，國會對軍隊的監督較以往更為積極，許多立委甚至將國防議題列為

其問政主軸，使國防事務在問政過程中，經由媒體報導而更趨透明化。國防部既

為行政院所屬之部會，接受國會之質詢與監督應屬合理。因此，國防部亦於民國

81年7月成立「國會聯絡室」，加強與國會保持流暢的溝通管道，可謂國防部接

受民意監督的一個積極回應。民國87年10月前參謀總長唐飛赴立法院備詢，由

                                                 
73劉慶祥，〈中華民國解嚴前後的文武關係〉，《復興岡學報》第 71期（89年 12月），頁 31。 
74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文：「我國憲法，係依據 孫中山先生之遺教而制定，於國民

大會外，並建立五院，與三權分立制度本難比擬。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立法院為

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均由人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表成員或委員所

組成。其所分別行使之職權，亦為民主國家國會之重要職權。雖其職權行使之方式，如每年定

期集會、多數間議，多數議決等，不盡與民主國家國會相同，但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之性質

而言，實應認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 
75《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監察設監察委員 29人，並以其中 1人為院長、1人為
副院長，任期 6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76《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一項：「國民大會代表 300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
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或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時，應於三個月內採比例代表制選出

之。⋯」第二項：「國民大會之職權如下，不適用憲法第四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及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一、依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一百

七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二、依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五項之規定，

複決立法院所提之領土變更案。三、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十項之規定，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第三項：「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國民大會集會以

一個月為限，⋯」 



於參謀總長係作戰指揮單位首長，他能說明的問題，都是相關軍令事務，依法能

否公開是個問題。楊志恆指出，為免於爭議，台灣應仿效英美等國經驗，先行改

革國防體制，將參謀本部設定為參謀諮詢及計劃執行單位，其重要軍事首長任命

須經立法院通過，戮力於國防二法催生，加速「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的腳

步。其次，對舉發國軍內部的違失、違法事件，如佔用民地糾紛等，其層級與案

數亦較以往擴大，更趨積極、更能施展，亦證明解嚴後立法院對軍隊的監督更能

有效落實，這也是憲政體制下文武關係中所具體扮演的角色之一。此外，依憲法

六十三條規定，立法院可藉由下列方式，對軍隊提出直接或間接之監督。茲分述

如次： 

一、軍事行動同意權 

軍事行動主要是指發動具有戰爭意義的活動，包括國內的鎮壓叛亂及出兵國

外戰鬥，據前項法律，我國的宣戰案及媾和案需經立法院同，此乃國會對軍事行

動的同意權。此項監督項目的意義，乃為突顯出軍事行動並不是以軍事目標的實

現為準則，而是以實現國家的目標為主，戰爭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之一，是否採

取軍事行動仍得視人民的政治意圖。77 如此一來，令軍隊常在國會監督下，軍事

目標才不致凌駕政治目標而成軍國主義國家。 

二、立法權 

就我國國防法規而言，其甚少經由立法機關─也就是立法院本身─提案通

過，而多由行政院提出法律案，再由立法院議決。如此原因，乃因現在社會的急

速發展，致使行政權力也須跟著不斷擴張，始得統管眾事。為因應行政部門的管

理需求，立法院不得不賦與若干行政裁量權，如委任立法的增加與擴大。
78 然此，

並不表示立法部門對授予出去的權力不負責，或者是行政部門已脫離立法控制。

故我國的國防法規，於解嚴前的數十年未有定案或修正，實由於立法院及行政院

主管部會的立法懈怠，如部份陸海空軍刑法的修正等，79 在在影響國防體系及軍

人權益。由此可見，立法院所制訂國防法規之完備與否，實攸關數十萬軍人權益，

以及軍隊是否法制化、國家化的問題！故國會應多關注國防議題；而軍隊也應重

視自己的權益，多與國會溝通聯繫；一方面於國會立法時可取得對軍隊的信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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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朱文德，前揭書，頁 116。 
79朱文德，前揭書，頁 118。 



定位，一方面也可提供國會對國防問題認識不足時的協助，二者的互動良好，國

家才可安定。 

三、預算監督 

預算是維持軍隊存在及其規模大小的重要因素，國會對預算的監督主要是針

對行政部門所提出之預算案審議。
80 預算是軍隊存在的命脈，為了爭取預算，我

國之國防預算，乃由國防部編製，提交立法院同意。如此，軍隊才能貫徹軍隊國

家化，國會也能藉由對國防預算的掌握，施展民意對軍隊的主權，並收監督之效。

睽諸我國國防預算每年佔政府總預算之最高項目，然如此大數目之金錢流向，是

不是都受到完全的監督？或有一部份，已進入神祕的「黑盒子」中？此點攸關民

眾數十億血汗錢，不可不慎。然民國82年國防部長在立法院的答詢卻令人悚然，

前國防部長孫震於答詢時指出：「國防部雖是武器採購主管機關，但實際作業是

軍令系統執行，國防部很少參與，大部分都管不到。」
81部長一席話親自証實了

軍事採購的「黑盒子」竟封閉到連國防部門的首長都無從與聞的程度；國防部隸

屬行政院管轄，國防部管不到，豈不意謂著制衡行政院的立法院也無法監督？在

如此封閉體系中，出現一些貪婪、殘暴的弊端，也不難理解。造成此現象的主因，

如前部長孫震所言，乃軍政、軍令系統二元發展所致。軍令系統本是元首戰時統

帥權的運作系統，而軍政系統則職司平時的各項軍事運作，自應包括軍事採購在

內。以往軍令系統與軍政系統呈二元化發展，且凌駕於軍政系統之上，實是戒嚴

時期的不正常狀態所致，是戒嚴體制的主要弊病之一；它造成了軍令系統儼然自

行運作而不受文人政府節制的現象，也扭曲了國家行政、立法的行使。此一不正

常現象，令人詬病已久，直至 89 年「國防二法」通過實行，明確規定總統行使

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長，由部長命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國防法

第八條），軍政、軍令才趨於一元；軍事採購預算才歸於行政部門下，得由立法

院代表民意監督。 

四、質詢權 

質詢權是立法院發揮監督功能最經常的職權。82 我國立委的質詢權源於憲法

第五十一條，該條文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80楊志恆，前揭文，頁 5。 
81《聯合報》，民國 82年 12月 29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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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於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透過質問，委員

可「指責政府並向政府索取資料」，
83 以瞭解、監督施政。軍隊既為政府組織下

的分支，其行政當然應受國會的監督質詢。 

綜上分析，國防事務接受國會監督，殆為民主國家之常態，更是軍隊與國會

建立互動關係的重要架構。而戒嚴時的特殊環境限制，使我國會功能不彰；但解

嚴後政治開放，限制解除，則需要國會認真的監督，軍隊適當的接受，相互尊重，

才不失於偏頗，危及國家安全或社會福祉。就國會而言，我國現在真能稱國會者

唯立法院一家；一家中涉及國防者唯國防委員會一單位。唯委員會中之立委常因

去職或當選而有所更迭，經驗及專業度亦必有深淺之分，故為補此不足，似可考

量增設非軍方且具專業學能、超黨派的「國防研究室」或類似幕僚與輔助機構，

統籌國防事務的研究分析，提供立委對國防議題的問政資料。
84 至於國會監督之

方式，國會平時與軍方之溝通，均宜在平等及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予以法制

化的規範，如此方能不致問政漫無邊際，或者偏頗一方、甚或洩露機密、危害國

家安全等問題發生。在軍隊方面，於國防二法立法促成的過程及訂頒後，因國會

持續對國防預算、軍中弊端和軍人是否保持政治中立進行監督、質詢而深感壓

力，盼能化壓力為助力，主動改革，以塑造國軍形象、爭取民意對國防的支持。

如近來定期召開軍事記者會，主動與媒體及國會接觸，介紹說明軍中重大措施，

公佈國防報告書，透明化國防事務，表示國軍能放開心胸，將本身置於民意監督

下，國防事務必能更革新。欲達成此一目的，國會與軍隊雙方皆應更加努力，方

期達成文武和諧境地，我國將邁向更先進的未來。 

叁、軍隊與媒體  

戒嚴時代，媒體受到政治嚴厲的控制；解嚴後，連帶牽引出台灣媒體的鬆綁

與發展。不但報禁在解嚴半年後開放，其他諸如有線暨無線電視、衛星電視等，

都使台灣媒體發展進入一個多元的時代。 由於國民黨的黨軍傳統受到媒體報導

而造成強烈民意衝擊，軍隊與社會間的關係亦產生結構性的變化，面臨轉型的軍

隊，應如何確立其未來的角色與功能，並與多元社會特別是媒體保持良好互動的

關係，正是塑造軍隊形象與建構文武關係良性發展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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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須瞭解媒體對軍隊的影響，解嚴後的觀察，媒體對軍事新聞的緊追

猛打，不但與軍方產生相當程度的對立關係，更造成軍方「弱勢」的社會形象；

軍中人權、管教的問題，經由媒體大量的曝光，破壞軍人形象甚巨。其次，軍事

採購弊端與軍紀惡化等新聞，亦經由媒體大量的報導，在在顯露出軍方的改革成

效不彰。其實，媒體透過各種不同管道獲知，未經查證並從不同角度加已報導，

部分難免偏頗。如民國88年2月底，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分局，查獲幫派份

子熊自淳非法持有械彈一批計 52 項，部分媒體傳言可能是軍中流出。為消除外

界疑慮，案經聯勤總部配合警方鑑定，確定該批非法械彈均非聯勤兵工廠製造，

並於民國88年3月1日召開記者會說明熊自淳案所查獲軍火，部分彈藥為美國、

中共生產，均非聯勤製造，並指出木箱外型、戳章與子彈底部標誌均與聯勤不同。

85 本案與國軍無關，但媒體先前未經查證的不實報導，已對軍隊產生傷害與困

擾。另外，對於國軍重大演習等方面的軍事報導，往往一昧追求第一手資訊卻失

去該有的價值批判，其內容往往對軍隊產生不良的後果，間接影響其機密程度的

預防，也使國軍的保密制度受到嚴重的打擊與挑戰。軍隊與媒體的互動，在民主

國家國防事務接受民意監督仍屬常態，一方面與政府部會協調及民意溝通，一方

面透過媒體對外政策說明，以爭取全民支持與肯定，進而建立全民共識。我們可

由國防部每兩年公佈一次的國防報告書，瞭解國防部推動國防事務透明化之作法

與決心，諸如：86 

一、 落實發言人制度，凡重大國防政策、戰備訓練、共軍動態等敏感性議題，

統由發言人對外說明。 

二、 召開例行記者會，針對媒體關注的新聞焦點，邀集國防部及業管單位，出

席說明並因應媒體詢問。 

三、 辦理軍事記者國防講座，藉雙向溝通，使媒體記者建立正確認知，進而支

持國防政策。 

四、 邀請媒體及民眾參訪，開放部分營區參觀，及漢光演習、空軍IDF、幻象、

F-16戰機成軍典禮、海軍各項操演，透過參訪活動與媒體報導，使民眾瞭

解國軍，進而支持國軍。 

國軍於去（91）年8月完成「國軍機密與國防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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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屬於軍事作戰的軍事機密與屬於國防整體安全的國防機密區分開，明確限定軍

事安全單位查處洩密的權限，減少機密認定疑義，即有保障人民的安全和知的權

利，也是一項開明作法。不過，在與新聞媒體互動中，國防事務透明化程度仍有

受到質疑之處，有待國軍持續努力。
87 

肆、軍隊與社會 

自古以來軍人以捍衛國家為職志，而且是極為危險的工作，理應獲得社會的

尊重，但軍人並未得到應有的社會地位。根據學者雷海宗的研究指出，在春秋時

代，軍隊是貴族階級的軍隊，只有世襲貴族才能當兵，即使是後來也只有優秀的

農民才能當兵，男子視當兵為榮譽與興趣，不能當兵是莫大恥辱；秦朝則是良家

子弟不願當兵，不願入伍；（西）漢代則產生鄙視軍人的心理；王莽時代更是兵

匪不分的時代。88 另外學者馮爾康則指出隨堂時代軍中多是流民客戶、亡命無

賴、市井沽販；宋代軍隊則因有較好經濟地位而吸引貧苦農民和社會閒散人口；

元朝軍人享有很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明朝則強迫人民納編軍戶服軍役，軍人地

位下降；清朝末年軍人地位更為低落。89 馮爾康並總結指出：「中國自唐宋之際，

軍人上層貴族色彩的消失和政治地位下跌之後，兵士地位便不斷下滑。即使軍士

有好的經濟待遇，也仍受到由紳士們控制的社會輿論所歧視」。90 這是否源於中

國傳統「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不良刻板印象影響所致，不得而知。但每

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都有某種程度的差異，軍隊在整個社會體系中，其所扮演的

角色，也因時空有所不同，因此，軍隊在社會上的地位有不同的評價。 

軍中成員皆來自社會，日後也將回歸社會，所以軍隊也屬於社會的一環，彼

此關係非常密切，絕無法離開其他群體而單獨存在。隨著社會價值之多元化，致

使軍隊存在之社會問題，其複雜性日益增加，困難度亦非昔日所可比擬；復因軍

隊是整個社會的次級團體，軍隊與社會的交流互動較以往更為頻繁，當面對社會

變遷時，自不能孤立於社會之外，軍隊必須自我調整，所以軍隊該如何配合時代

脈動而調適其角色地位，為我們亟需探討之問題。由於社會快速變遷，使功利主

義盛行，倫理道德式微，在逐漸物化的社會風氣中，人與人之間產生了隔閡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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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軍隊呈現的各種問題絕非單獨的現象，而是與社會息息相關，舉凡社會上之

問題，在軍隊亦可能發生，亦就是說軍隊的成員中一樣有社會中的一些問題，而

且軍隊也會因成員互動中產生軍中的一些特殊問題，所以每當軍中傳出因適應不

良與管教失當發生問題時，軍隊便成為社會大眾與傳播媒體關注的焦點，影響國

軍形象至鉅。因此，軍隊形象的塑造益顯迫切與重要，其形象優劣不僅攸關戰力、

士氣的良窳，亦將對整各國力的提昇產生深遠的影響。 

若「全民國防」為「軍隊與社會的互動」與「解嚴後的文武關係」之間的連

結；那麼吾人似乎可將全民國防界定成「廣義的文武關係」，91 它含有「全民重

視國防」、「全民參與國防」、「全民支持國防」及「全民監督國防」四個要義。92 「全

民重視國防」就是國人要有安全第一、國防優先的共識，具備「國家可以百年無

戰爭，不可一日無國防」的認知。全民參與國防則是要國人以「國防人」自居，

無論從事何種行業，都要以國防為己任，都要樂於為國防建設奉獻一己之力。「全

民支持國防」包括了對軍事專業的尊重、國軍形象的愛護、官兵心理士氣的鼓舞，

以及對國防預算的支持等。至於「全民監督國防」則是以國防透明化為基點，建

立雙方溝通的管道，以及監督機制的法制化，使國防組織有效運作，達到軍隊與

社會雙贏之目的。 

解嚴後，在民主憲政體制之下，軍隊的社會地位應建立在與社會大眾「相敬

如賓」的基礎上。軍隊積極的善盡義務、守其本分、回饋社會，使社會肯定軍隊

的表現，而社會也應為軍人的職責與權利，提供良好的環境，制定合理的行為規

範，供軍隊遂行其任務。由於軍人的社會地位因為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而有式

微的趨勢，為了使優秀傑出人才，願意長期從事國防事業，如何增進軍人社會地

位，增加軍人退役後就業、就學、就醫、就養之保障，使軍人無後故之憂，致軍

人保障條款甚為重要。民國89年9月4日第三屆國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九條修憲

條文，其中增修的第32條第9項「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

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93
本條文對於歷來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軍

人及已解甲回歸社會的退伍軍人而言，實具有劃時代的特殊意義。值得一提的就

是，國軍長期以來藉助民收割、義診、支援接送外（離）島民眾傷患、環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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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就難等方式，與各駐地居民、社區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以救災為例，根

據國防報告書所記載，自解嚴以來，國軍救災、救難包括海難、水難、風災、水

災、緊急救災、傷患後送等，總次數達5,784次；
94「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發生後，

國軍累計派遣兵力77,773人次，於緊急救援階段搶救受災民眾達28,660人。95 此

外，逢年過節的「軍民聯歡」晚會，也成為軍民關係的溫馨畫面，一年一度的國

慶閱兵，或各地營區、部隊開放參觀，眷村改建、「國防報告書」正式出版、「軍

事發言人室」及軍方媒體功能的重視、「退輔會」、「軍人之友社」、「團管部」涉

民單位等，
96 皆對軍隊與社會關係的建立有其一定程度的作用。 

結 語 

從光譜觀察文武關係，戒嚴時期由警備總部依法控制地方行政及司法業務，

解嚴之後軍事體系和政府體系分離，雖回歸憲法，「軍隊國家化」或「文人統制」

容有討論，惟未制度化；俟國防二法通過、2000年總統大選出現政黨輪替狀況，

更向「文人統制」法制化邁向新的紀元；伴隨民主深化的結果，廣義而言，「全

民國防」概念的提出，更使「文人統制」的範圍擴張。然吾人以為，儘管目前中

華民國文武關係已法制化，然具體落實應屬起步階段，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

一半」，在民主體系國家生根的「客觀文人統制」，應是我國最好的借鏡。 

由於國防二法通過後，目前僅實施一年有餘，其實執行文人統制成效，尚無

法觀察，現階段國防部長亦是由軍職轉任，實難分析。且國防二法實施後，國防

部長的角色如何扮演，似乎還未定型，仍有待調整。民主國家的文人部長由文人

出任，即使由軍人出任，也需退役一段時間後（美國須滿十年）97 始合於任用條

件。國防部長之所以由文人擔任，主要是基於文人統制的原則。理論上，其理由

在於：文人政府由民選組成，文人部長代表人民統制，文人不易受到軍中保守，

儀式化拘束，較具新思維、新作風，有創意，有助革新與發展，無軍中複雜人際

關係包袱，能超越軍種競爭與衝突，有助監督功能之發揮。部長是文人內閣成員，

其角色是代表文人內閣或文人總統來領導、監督軍隊，因此其基本立場是站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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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民民意的文人政府發言和領導、監督軍隊，而非像以往的參謀總長，純站在

軍方立場發言。然而，我國政黨輪替後，先後三任國防部長（唐飛、伍世文、湯

曜明）皆由甫卸軍裝的高級將領轉任，在心態上仍相當程度不自覺以軍方代表自

居，為軍方利益發言，國防部軍事發言人的立場與發言亦然，其在文武關係中的

角色如何適切地扮演，恐還需要一段磨合期。 

我國文人統制尚未完全制度化，仍須藉助文人領導者的個人權威和政黨支

持。民主國家對於軍方高階將領的任命和晉升，都需要經過國會同意或核准，方

由元首任命，在此監督機制下，軍事將領的派任才能擺脫黨派色彩，適才適所，

但我國國防二法並無此設計，僅由憲法賦予總統任免文武官權。自政黨輪替以

來，特別是自去（91）年8月陳總統兼任黨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之後，對

高級將領的任免，不時被質疑有黨派色彩「綠化」意圖。98 在領導軍隊方面，頻

頻以三軍統帥身分慰勉部隊，參加重要演訓、慶典，針對官兵宣稱維護中華民國

主權，其目的顯然在致力於爭取軍心，鞏固軍權，這種沿襲前總統的作風，顯示

還未完全擺脫傳統威權體制下文人統制軍隊、掌握軍權的模式，這種需求也可間

接由軍方仍然需要強調「領袖」信念、鞏固領導中心的迎合心態顯示出來。現階

段我國國防二法所標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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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雙方的態度和

軍隊與社會的互動各方面來看，顯示各方對國防新制和文武關係的發展都寄予厚

望，但由於認知的不足和彼此交流經驗欠缺，仍須一段時間適應。雖然，目前還

無法看出整體實質進步，相信在爾後各方努力下，必有其相當的成果。 

 

 

 

 

 

 

                                                 
98〈以政領軍機關算盤〉，《聯合晚報》，民國 90年 11月 9日，版 4。；（三台籍將領近期投綠挺
扁），《民眾日報》，民國 91年 7月 16日，版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