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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武關係之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的意義在於針對研究主題，就學術界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進行整

理，一方面可以建立研究者在研究的相關領域上的概念與豐富研究者的知識，另

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研究者在其相關領域知識中嘗試找尋文獻中尚待補充之處，以

增加此研究的價值。探討軍隊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軍隊所扮演的政治角

色一向是「軍事社會學」的重要內涵，而所謂的「軍事社會學」，指的是「運用

社會科學的方法與理論，以武裝人員的心裡與行為，武裝力量的組織與機制以及

武裝力量與其所處國內外政治、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為對象，所進行的科學研究

的一門學科」（洪陸訓，1995：29）。「軍事政治」或是「軍事政治學」（military politics）

最早是出現在 1962 年杭廷頓所編著的《變遷中的軍事政治模式》（Changing Patterns 

of Military Politics）一書中。15文武關係的研究呈現許多不同的觀點，狹義的關於

個別士兵的行為，廣義甚至於軍事科技及軍事預算等。 

以下將以下圖來說明軍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範圍： 

 

                                                 
15 請參考洪陸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理論》（台北：五南出版社，2003 年），頁 2-4。 
   杭廷頓在這篇的文獻分析中，將軍事政治研究分成以下七大類：一、戰略與戰略理論；二、

美國軍事政策；三、軍隊政策過程與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四、武器、科技與軍

事政策；五、軍事事務理論與準則；六、戰爭史與戰爭分析；七、各國軍事事務。他所指出

的「軍事政治」或「軍事政治學」乃是從政治的面向中來研究軍事事務及軍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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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洪陸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理論》（台北：五南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2003 年），頁 22。 

 

有關於文武關係的研究起源於 1940 年代的美國，當時會激起這份研究主要

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及共產主義的興起，因此引發

了世界的緊張局勢因而開展了文武關係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並於

1980 年代後趨於成熟。而在 1970 年代之時，學者對於文武關係的研究特別感興

趣，並且同時投入對於共黨國家黨軍關係的研究，特別是針對當時的蘇聯及中共

黨軍關係進行研究，因此發展出不同於西方「文人統制」的「以黨領軍」或「黨

控制」模式。從 70 年代到 80 年代，部分學者試圖對民主國家、共黨國家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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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國家三種不同的文武關係模式進行比較分析（洪陸訓，1999：117）。此一學

科的研究趨向，在於透過實證研究方法，尋求解決軍中社會問題，藉以提高部隊

的精神戰力；並探討軍隊在政治、社會互動關係所扮演的角色（Morris Janowitz，

1998：2）。基本上今日的文武關係研究範圍可分為民主國家、共產國家及第三世

界國家。由於本研究是對於兩岸的文武關係做一個研究比較，因此在文獻的蒐集

上將會以台灣地區、中共方面及西方學者的研究為主軸以探討民主國家與共產國

家文武關係發展差異。兩岸的文武關係皆是從威權時代走過來，只是台灣地區已

經跨越了威權時代進入了民主的時代；而中共仍然是處於中央集權的時代，因此

在發展上已經呈現不同的樣貌。 

國內關於西方或第三世界的研究較為缺乏，個案的研究更為匱乏，陳鴻瑜對

於印尼及泰國做過個案的研究，不過這也只是少數而已（陳鴻瑜，1997：23-41）。

李鴻禧在＜軍隊之「動態憲法」的法理分析－現代「國家白血球症」生理與病理

＞一文中，他從「文人統制」的法理觀點中和其實際運作面，評論軍事政權的形

成、運作與抑制，文中簡略涉及軍人干政的原因，特別強調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

統治所造成的後遺症（李鴻禧，1985：165）。而學者孫哲是提到軍人干政的方式

及軍隊的政治作用（孫哲，1995：21）。也有學者將國防安全及軍事歸入國際政

治體系的範疇之中（趙明義，1998：56）。在法學的領域方面，學者陳新民從軍

事憲法來探討德國的文人統帥權、國會監督及軍人權益等問題，有助我們理解「文

人統制」的意涵（陳新民，19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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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武關係文獻的研究上筆者將要分成以下三類來進行探討：第一、文武關

係的意義及意涵；第二、西方文武關係文獻探討；第三、國內學者文武關係文獻

探討；第四、大陸學者文武關係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武關係的意義及意涵 

    （一）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最早替文武關係建立一個有系統的

分析架構。他在 1957 年的《軍人與國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的序論中即

提到「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是國家安全政策的一個面向」。他並強調

專業知識（expertise）、團隊意識（corporateness）、與責任感（responsibility）的軍

官團出現，造成了社會的分裂，導致了文人及軍人間產生了緊張的關係。16而這

種緊張的關係，並非軍人的專業知識所能夠解決的問題，因此便產生了「文人統

制」的議題。17他在 1968 年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中，解釋文武關係為「武裝力量在社會中的角色」，文武關係是涉及了

軍事人員、機構、利益與各式各樣且經常產生衝突的非軍事人員、機構、利益之

間的一種多重關係（轉引洪陸訓，2003：27）。     

（二）薩奇先（Sam C. Sarkesian）表示「文武關係是指軍隊和社會之間所

達成的平衡，而此種平衡的出現，是由軍事專家和政治行動者之間的行為模式及

                                                 
16 Huntington,Samuel P.（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0  
  在其序論中提到，國家安全政策的目標是加強國家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制度的安全，以對抗來

自其他獨立國家的威脅。 
17 同上註，p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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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以及作為政治行動者的軍事機構對於權力運作的達成。」文武關係也包含

了專業軍官團、國家領導者、以及軍隊和它所服務的社會等，各造之間所產生的

政治關係（Sarkesian，1981：239）。不過上述前提包含了下列幾項條件：第一、

文武關係包含多種關係，並且不限於正式的憲法和政治的權力與過程；第二、軍

事系統必須在它所屬的政治-社會系統網絡中加以分析，包括價值觀、道德和倫

理；第三、很少文武關係研究能避免探討作為政治行為者的軍隊角色的問題，以

及它對政策過程的影響；第四、文武關係的基本概念是軍事專業主義的特性，包

括價值、信念和規範。 

    薩奇先在界定文武關係時包含了以下三大要素：政治領導階層、政治-社會

體系與軍隊，此三項要素是相互連結的，任何的外來因素都會改變此三項之間的

平衡。所以薩奇先主張應該要先確定與強化軍隊在國家安全決策上面的角色，並

保持其政治中立性。將以下圖來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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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體制 

 
文人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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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領導階層

Sarkesian, Sam C.的文武關係相對應圖 

資料來源：Don M. Snider and Miranda A. Carlton-Carew：＜美國文武關係之現

況＞，《美國文武關係－危機或轉機》，（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初版，

2000 年 1 月），頁 7。 

 

（三）Paul Bracken 認為我們思考文武關係的方法之一，是將其當成一項組織

設計問題，而非單純的文人統制問題，文人統制本身是不可動搖的，也不需要再

加以討論，重點應該要置放於組織設計中文武關係的定位與處理（Paul Bracken 

2001：255）。  

 

（四）郭未塔裡斯（Kourvetaris）和布雷茲（Dobratz）表示，社會學家對於

文武關係是指軍隊與社會機構之間的連結（linkages），而政治學家對於軍隊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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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議題則是更感興趣（轉引洪陸訓，2003：27）。 

（五）范納爾（S.E. Finer）對於文武關係的界定上為：「廣義而言，是指關

於社會上一般大眾和武裝力量成員相互間所展現的態度與行為；但就狹義和特定

的政治意義來說，是指武裝力量和依法建立的國家公權威之間的領導或從屬關

係。」（Finer，1987：101）其核心價值是「文人統制」，「文人統制」是民主國家

維持民主政體的基礎，所謂的文人具體而言是指文人政府與文人官僚，抽象的是

指涉文人統制的權力與決策權力。此項原則所強調的是武裝力量必須要由民主產

生的文人政府來領導與控制。國家的政策和國家安全的目的由文人來決定，軍隊

方面則僅限於方法的決定上，其責任在於執行國家的政策、保衛國家。「文人至

上」的用意在於要讓國家安全的整體目標及國家制度和實踐，建立於民主的基礎

上，而非受限於負責國家安全和維持國內秩序的軍事領導者。 

（六）學者海瑞斯-詹金斯（Gwyn Harries-Jenkins）認為，「文武關係」總結

了存在於軍中各機構和民間社會裡各部門之間的政治利益的複雜網絡。文人和軍

隊的關係基本上是一個假定的制衡狀態，同時也是一個衝突的雙方（轉引洪陸

訓，2003：8）。 

    （七）費夫（Feaver, Peter D.）認為，文武關係是一種單純的弔詭（paradox）：

因為我們害怕別人而創造的一種暴力制度來保護我們，但我們也因而害怕為保護

我們而創造制度（Feaver，1996：150）。他也認為，文武關係是一種特殊極端的

案例，涉及被任命的政治代理人控制著被任命的軍事代理人（Feaver，199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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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洪陸訓對於西方學者的文武關係文獻做過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文武關

係應該是「武裝力量的組織和成員與社會的組織和成員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表

現於武裝力量與社會兩者之間，在組織團體、菁英團體和成員四種不同層次的關

係上」。在意義上，文武關係中的的「文」（civil），不僅是狹義上的文官或是文

人政府，而且廣義上是指平民或是民間社會（洪陸訓，1999：386）。 

    綜合上述，學者們對於文武關係的定義並不全然相同，在定義上會因為所研

究的目的而有所差異。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的看法便不相同，而本文所著重的乃

是在於軍隊（武裝力量）與文人統治之間的關係，所著重的是政治的層面，而並

未觸及到與社會方面的關聯。 

 

第二節 民主國家文武關係理論 

一、杭廷頓的「文人統制」（civilian control）理論： 

    文人統制是文武關係研究的核心價值。在此處所意指的「文人」是指具體的

文職官吏或是政府官員，也泛指抽象的文人統制權力或是決策上的權力（洪陸

訓，1999：2-3）。在民主式的國家之中，政府體制的重要基礎之一便是「文人凌

駕於軍隊之上」（civil supremacy over the military），簡稱「文人至上」（civil 

supremacy）。關於此原則該如何落實，重點即是在於文人如何有效的控制軍隊。

即是主張軍隊應該負起保家衛國的工作，而並非統治國家；政策當由文人來決

定，而由軍人來執行。文人決定政府的政策，軍人則限定在方法上的決定；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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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力量必須由民選的文人官員來領導及控制。杭廷頓認為「文武關係」一詞乃是

在指武裝力量在社會中的角色，所隱含的是軍人與文人之間的關係（洪陸訓，

2003：111）。他假設文人統制涉及文人以及軍隊的相對應權力。也假定了文人集

團所獲取的權力是由藉由削弱軍人集團的權力所獲得的。簡單的來說，界定文人

統制的意涵即是如何將軍人的權力縮減至最小的程度？杭廷頓則將他分為下列

兩項來說明：「主觀文人統制」（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和「客觀文人統制」

（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也就是最大限度的擴張文人的權力和最大程度提軍事

專業主義。 

 

（1）擴張文人的權力 

    根據杭廷頓的觀點，削減軍人統制的權力至最低程度最好的方法就是極力的

擴張文人的統制權力。主觀的文人統制涉及文人集團之間的權力關係，藉由削減

其他文人集團的權力或是軍人的權力來達成自己的特殊利益。主觀文人統制的本

質，是軍人與文人集團之間，或軍人和文人價值觀之間，缺乏任何明顯的界限。 

    主觀的文人統制反映出不同文人集團利益衝突的多種形式存在，在歷史上所

表現出來的各種形式中，被認為是將特定的政府機構、特定的社會階級和特定的

憲法形式的權力擴張到最大的限度（洪陸訓，2003：113）。 

    在上述三項的特定機構中要以憲法的文人統制模式最為清楚，也最符合現代

化國家的基本原則。杭廷頓認為，一種較為廣泛被應用的主觀文人統制模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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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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文人對軍隊

的統制（此種通常發生在實行民主政治的國家）。文人統制被視為是民主政府，

軍人統制則多半被認為是極權或是獨裁政府。因為在民主國家中，政策的決定是

經由妥協來達成的，但是在獨裁政府則是經由武力、一人或是少數人就可以輕易

決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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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關於軍人和文人之間的權力分配，最有助於軍官團成員間專業

態度和行為的展現。」（洪陸訓，2003：115）主觀的文人統制是要透過制度的方

式來達成軍人文人化的目的，並且達到統制的目的；而客觀的文人統制是想要藉

由軍人的軍事化並且成為國家的工具而達到國家統制的目的。 

    杭廷頓認為，不論是任何型式的文人統制其主要的本質都是在降低軍事力量

介入政治。而客觀文人統制的目的是在於使得軍人的專業化，並且使得它在政治

上保持中立。如此一來便可以使得文人可以徹底的進行決策及統制，軍人可以依

據相當程度的軍事專業化來達成國家統治的目的。 

    主觀的文人統制模式是必須先假定著文人與軍人之利益存在著衝突的成分

所在，認為軍事力量的增強以及軍人的權力增大會導致文人統制的力量逐漸降

低，因而造成文人無法統制的狀況；相反地，客觀的文人統制雖將軍人的權力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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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最低的程度，但也可以使得軍事的安全達到最大的程度。況且，客觀的文人

統制必須建立在軍事專業主義之下方有可能達成，否則軍人將無法為國家帶來最

大的安全保障（蘇進強，1999：193-194）。 

 

二、簡諾維茲的專業軍人理論 

    他與杭廷頓都同樣的提倡軍事專業主義在文武關係互動上的重要性，也同樣

關注軍隊對於法定程序所產生的政府服從。簡諾維茲除了對杭廷頓的理論有所補

充之外，也提出了不同的觀點。他從社會面來分析軍隊，把軍隊作為社會系統來

處理，在此系統之中，軍官團的專業特徵是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的，他們的可變

性在於他們的準則及技術。雖然他強調軍事專業來達成「文人統制」，但他與杭

廷頓有些不同。杭廷頓所強調的軍事專業主義是政治中立的，要使軍隊跳脫政

治，從政治中隔離出來，忽略非軍事層面的顧慮，如何獲得有效的成果才是符合

杭廷頓的主要訴求。 

而簡諾維茲所提出的軍事專業比較具有政治敏感度與社會整合的前瞻性。專

業軍隊該如何才能組織自己、改善自己以適應現今的戰略狀況。首先、必須督促

軍事機構適應持續的技術變遷；第二、重新界定戰略、準則和專業的自我思考，

唯有新的軍事專業主義，方能應付科技進步時所產生的衝擊和變遷，軍事領導者

的決策深受環境變遷的影響（洪陸訓，2003：127）。 

    社會變遷和武器科技發展的結果促成了軍人的專業化快速而深遠的科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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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使軍事面臨危機。軍隊在保持它的完整和力量時，也必須針對這種持

續的變遷狀況，做適度的調整（洪陸訓，1999：261）。 

    簡諾維茲認為軍人並非是一個單獨的權力集團，必須透過多元的途徑和方

法，包括和文人社會重要單位的聯繫合作，以及培養成公共關係的意識，使得軍

隊能夠呈現多元化的特徵及運作。 

    在上述兩位學者的論述中並無顯著的差異，皆有提到專業軍人的概念，此概

念在現今不論是民主國家或是共產國家都積極朝向此方向邁進。但在杭廷頓所提

到積極擴張文人權力時，能否考慮到文人的專業性，否則該如何去統制專業化的

軍隊。軍人必須具備有其專業知識及技術，因此文人在進行軍事決策時應當適度

尊重軍人專業，而非在極度的權力擴張下，反而忽略了其專業性。兩位學者所探

討的是民主國家的模式，但對於台灣初期的戒嚴時期似乎並不適用，在台灣解嚴

之後逐步邁向民主化的同時，文武關係的發展方逐漸符合西方文武關係理論，轉

型過程也是必須逐步實施，否則對於台灣政局安定會有一定的衝擊。  

 

第三節 共黨國家文武關係文獻 

    在早期文武關係研究中，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研究經常被忽略的，主要因

為：第一、學者在對文武關係的認知上，文人與軍隊是相對立而且是相互衝突的，

而共黨國家中軍隊是必須要服從於黨的領導，相較於民主國家與第三世界而言，

就比較不具有討論的空間。第二、學者傾向將文武關係分成文人至上及軍人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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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大類，而共黨國家卻不能套用任何一種類型。第三、共黨國家討論的焦點是著

重在黨的角色與黨的活動。學者洪陸訓認為在共黨體系中，有著一套更為複雜的

權威關係。他認為，文人政治問題的核心，在文武關係的研究中基於兩種假設：

第一、文人及軍人有著明確的區分，這種區分也使得兩者在體制內即產生衝突；

第二、軍人本身不應該向文人挑戰或者與其競爭而介入政治之中（洪陸訓，2002：

3）。現今共黨國家理論中主要還是著重在蘇聯及中共方面的研究。 

 

一、蘇聯文武關係理論 

    科考維茲（Kolkwicz）在他的《蘇聯軍隊與共產黨》一書中認為共產黨軍人

基本上是一個政治性的利益團體，它與黨在組織上有明顯的界線，軍人隨時試圖

擴大本身的自主性，擴大其對專業事務的發言權。黨則由於其最高領導權威，一

再防止軍人威權的膨脹，並且盡一切之可能來限制軍人之政治行動。為使得軍事

領導人就範，蘇聯所採取的控制手段，包含了各軍種的政治部、軍事單位的黨組

織及秘密警察。他另外提到，軍隊的支持與否能夠改變在黨內微妙的關係體系中

相當重要的平衡，這也是可能引起蘇聯政治衝突的原因之一（Kolkwicz，1976：

295-363）。 

    歐登姆（Odom）在 1987 年所發表的《黨軍關係：評述》（The Party-Military 

Connection: A Critique）中認為蘇聯的黨軍關係應該是和諧共生的，他提出了下列

五點：第一、軍隊像是黨的一隻「行政手臂」，無法與黨分開，也無法與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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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黨軍關係在國內政治上具有共生面向；第三、軍隊最初就是一個政治機構；

第四、軍人的政治生活在特質上是官僚體制的，而非議會式或是說客式的；第五、

機制要素在於使上層軍事決策與下層決策區分開來（Odom，1987：41-45）。 

 

二、中共文武關係理論 

    80 年代後對於共黨國家的研究更加深入，特別是針對中共的黨軍關係，有

分成下列幾項研究途徑：一、黨統制途徑；二、野戰軍途徑；三、軍事專業途徑；

四、軍人參與途徑；五、軍事官僚途徑（洪陸訓，1999：309-321）。 

（1）黨統制途徑 

    根據此一觀點，中共方面的黨與軍兩大部門各自有其組織與制度，集團利益

也不相同，彼此之間充滿著衝突及矛盾，在雙方衝突時往往是黨佔據上風而告一

段落。 

（2）野戰軍途徑 

    此研究途徑首先由偉特森（Whitson）所提出來。他將中共解放軍分成五區，

其軍事領導人透過培植人才來各自發展其勢力，這點在共軍人事任命權上便可見

得。在各集團間以權力的分配作為基礎，而各集團間平分秋色，最後終將達成權

力制衡的目標。 

（3）軍事專業途徑 

    此派學者主要是基於杭廷頓的文人統制理論及軍事專業的理論。重點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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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隊的組織、戰略及武器的發展上。並非無視於軍隊參與政治的問題，而關

鍵性的問題在於什麼時候及什麼形式會引起集團利益的減弱。一支軍隊的組織方

式、武器研發及武器運用可以顯現出其專業的水平及團體意識的強度，一支高度

專業化的軍隊不僅擁有更加先進的力量，而且擁有自行決定資源的分配和軍費的

運用，同時，他們也能參與決定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優先發展的部門和項目。 

（4）軍人參與途徑 

    桑青耐（Sand Chneider）對於此項研究提出兩項假設：第一、軍事領導人不

應被當成是另一個獨立的上層團體，而是中國大陸政治領導集團的一個組成部

分，他們在決策部門都有合法的參政權力；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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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將其視為正常、有效的，並認為有助於維護全

局的政治穩定（洪陸訓，1999：316）。 

（5）軍事官僚途徑 

    此途徑的研究認為軍隊是一個官僚的行動者，分析是依據以下的基礎：第

一、組織的利益，是解釋軍隊組織行為的重要因素；第二、軍隊極可能基於本身

的組織利益向政治階層進行遊說；第三、軍隊在組織體制的運作中，將會朝向法

律的制度來發展。此途徑主要在於軍隊派系的運作主要是基於組織利益的考量。

在正規制度運行的時期較為適用，若是遇到政治鬥爭之時在解釋上較不恰當。 

中共軍隊的角色過去談的不甚多，主要原因在於中共軍隊內部的資料外流得

很少。一般都認為中共軍隊具有以下兩個重要性：第一、「槍桿子出政權」，這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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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了中共的軍隊是用來替共產黨打天下，獲取政權的；第二、「軍隊服從黨的絕

對領導」，表明了中共的軍隊是共產黨的私家軍。 

    （一）在趙叢主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學》中認為，雖然黨對於軍

隊的領導與國家軍隊的領導是統一的，但是仍必須強調黨對於軍隊絕對領導權力

的原因是，共軍是黨所親手創造和領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執政

後，是為整體國家的領導者，所以黨領導軍隊與國家領導軍隊來比，似乎更具有

其基礎性。 

    該書並且強調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鼓吹「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目的

在於否定共產黨領導軍隊，否定社會主義國家領導軍隊，把軍隊變成資產階級專

政的工具，因此，強調黨對於軍隊的絕對領導，也是用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需要（趙叢，2000：202-203）。 

    （二）裘克人在其主編的《軍隊政治工作理論新探》一書中提到共軍對於軍

隊非黨化的批判，著重在強調軍隊無產階級的屬性，因為軍隊非黨化的目的在於

混淆資產階級蛻化。因此共軍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特別強調無產階級的屬性（裘克

人，1993：64-68）。 

    （三）潘岳在 2001 年所發表的＜對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他在文

章中雖未提及軍隊的政治角色該如何演變，而在文章最後提出了如何避免因政黨

轉型而產生動亂的五項原則，其中第四點中提到軍隊的問題中強調：「只能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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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領導下進行軍隊現代化的改革，而不能搞軍隊國家化。18」 

    文中強調軍隊的領導並不能與軍隊國家劃上等號，但在其中似乎也透露出在

中共轉型的過程中，軍隊國家化的問題是不可避免的問題。黨的轉型雖十分的重

要，但是轉型必須要以中國共產黨為其永續經營的目標，而非以建立制度或是建

立民主政權為目的。共產黨的轉型是勢在必行，但是中共如何能順利轉型並且排

除軍隊國家化，維持對軍隊的絕對領導的情況下，又能穩定其統治，是未來關心

中共的一個重要政治議題。19

    中國大陸的學者對於文武關係的相關論述，仍然侷限在一定程度的意識型態

之下。上述學者中，都在批判提倡「軍隊非黨化」的知識份子，所強調的仍然是

中國共產黨對於軍隊具有絕對的領導權力，縱使文武關係進行轉型，但是「黨對

於軍隊的絕對領導」此基本概念是不變的，只是讓軍隊涉入中共的政治鬥爭減

少，變成中國共產黨的戰鬥隊，以達成其政治目的。此項發展明顯和台灣地區所

進行的「軍隊國家化」是有明顯差異性的。 

    中共文武關係中雖然也強調軍事專業，但是和蘇聯相同的一點便是無法脫離

「黨」。並且試圖削弱軍隊的政治權力，使期能聽從於黨的領導。蘇聯方面乃是

利用秘密警察、政工制度及情報制度來監督軍事領導人的作為；中共對於政工制

度也相當重視，在中共方面其政工幹部的地位甚至於高過一般軍事幹部，原因便

                                                 
18 請參考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68/specials/4995.html 
19 沈明室，＜中國共產黨之轉型與共軍『軍隊國家化』之探討＞，請參考財團法人中華歐亞基

金會和平論壇網頁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b?webno=3333333305&webitem_no=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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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他們是聽從黨的指揮監督軍隊，達成黨能夠有效控制軍隊的目標。雖然在研

究途徑上有些近似於民主國家文武關係理論，但是在意識型態的侷限下，仍無法

脫離黨的束縛。正因為無法脫離黨的束縛，也使得中共文武關係發展上，一直受

到黨的控制，雖然在解放軍現代化時強調軍人專業，但仍不能背離其大原則就是

「黨的絕對領導」，這也正是筆者所要探討中共文武關係的重點所在。 

 

第四節 台灣文武關係文獻 

（一）鄭曉時在＜政體與軍隊：台灣文武關係（1950-1987）的一個分析架構

＞一文中，從台灣的軍隊及特性，觀察台灣的文武關係發展時他認為：台灣在解

嚴之前雖然官方所堅稱的是「堅守民主陣容」、「力行民主憲政」，但在實際運作

上卻符合了列寧式的黨國威權體制20： 

第一、國民黨長期一黨專政，不准其他黨派成立與競爭。 

    第二、國民黨為一個列寧式政黨，具有其組織特徵。如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 

    第三、國民黨在台灣，直接以黨治國，整個國家機器均受黨的領導與監督。 

    第四、黨的意識型態為國家唯一的意識型態，並在全民教育中具有強制性。 

    第五、黨歌及國歌，黨徽及國徽，象徵黨國一體（鄭曉時，1992：129-172）。 

    他認為，在威權時代下並不適合以「文人與武人」二分法來瞭解當時的文武

關係，應該以「黨軍關係」或「政軍關係」來形容之。他也進一步的指出，要研

                                                 
20 列寧式的黨國體制特別指稱前共黨國家的政府體制，政黨有一個定於一的意識型態，並透過

黨組織對於國家、政府以及人民做全面性的政治、經濟、行為、思想控制，是一種極權式的統

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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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台灣的政軍關係轉型，簡而言之，就是研究「國民黨脫離軍隊」以及「軍隊國

家化」。正因為當時台灣地區與大陸之間特殊的政治情勢，因而有著以軍事來治

理台灣的情形，筆者在本篇中也將會以鄭曉時的觀點來探討台灣地區的文武關係

轉型問題。 

鄭曉時也指出，台灣地區在 1987 年解除戒嚴之後，政治情勢產生了極大的

變化，文武關係也有著根本的改變。首先便是軍隊與政黨的關係；其次是軍隊與

政府的關係。他認為軍隊是否能夠超脫出黨派成為真正的國家機器，必須等到「執

政的國民黨失去政權之後，反對黨上台時，軍隊是否能夠效忠政府，維持政治中

立」。軍隊必須將具有政治爭議和政黨色彩的議題，排除在政治教育之外。如此

一來才能夠維持軍隊一體性與中立性；另一方面，執政黨在喪失政權時，不能夠

用軍隊的勢力作為其奧援；反對黨在取得政權之後，亦不能將黨派的勢力蔓延到

軍隊之中，如此一來我國的政黨政治和政軍關係方能夠趨於成熟的境界（鄭曉

時，1997：99-102）。 

    根據鄭曉時的說法，政黨輪替便能夠使得我國的文武關係更趨於成熟，但他

所強調的並非一次的政黨輪替，而是兩次的政黨輪替。若在兩次政黨輪替軍隊都

能保持中立角色，那麼台灣地區的文武關係將趨於成熟。筆者也將會對於台灣第

一次政黨輪替後關係軍隊角色與地位展望未來文武關係發展的趨勢。 

    （二）李酉潭在＜文武關係與民主鞏固初探＞一文中則從文武關係的角度來

看台灣民主鞏固的問題。他引述 Norden 的研究指出，對軍隊來說，民主化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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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劃定軍隊不該做的事情比應該做的事情還多：它告訴軍人不能統治、不能操控

意識型態、不能涉入文官決策的領域。民主的政府把高級將領從政府部門中排

除，限制其參與政治事物。 

    第三波民主化政體所面臨最大的挑戰之一，為軍隊的角色問題。新興民主國

家的問題在於：確保軍隊只為國家服務為其既有的目的，而不威脅政體本身。最

近的民主轉型中，西班牙與希臘政府是民主政府，成功建立有效的文人控制軍隊

的國家，因而南歐國家一般被認為是民主鞏固較為成功的案例。而南美洲國家，

以巴西為例，其軍隊受到文人控制尚未制度化，軍隊的勢力的蔓延影響了民主鞏

固（李酉潭，1997：133-169）。 

    以上的觀點來看，文武關係的轉型對於一個民主國家是否達成民主鞏固佔有

相當重要的地位，民主國家若無法有效建立文人控制軍隊的制度，便成為其達成

民主鞏固的一個障礙。筆者也將用民主化改革的觀點來觀察台灣文武關係的轉型

過程，並且瞭解文武關係對於台灣地區民主鞏固所扮演何種重要的地位。 

（三）陳鴻瑜在《政治發展理論》一書中除了簡單的陳述軍人的個性、對於

現代的作用、干政的方式和干政的結果外，他同時也將軍人干政的原因分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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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瑜，1995：213）。

作者在分析軍人角色時強調：軍人雖然在新興國家發展時曾經扮演過重要的角

色，有助於安定國家的秩序、推動現代化，但畢竟軍人掌權所維持的秩序只是暫

 34



台海兩岸文武關係之比較 

時性的，一旦國家的政權安定之後，還是必須還政於人民，才能使國家在平穩道

路上推展現代化的運動。 

軍隊在台灣地區動亂之時曾經扮演著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角色，但隨著民主

化的改革、政局安定之後是否必須收回軍隊在特別時期的權力。正如台灣地區在

戒嚴時期，軍隊在當時具有絕對的影響力，也是安定政局的工具，隨著解嚴後，

民主化時代的開展，也驗證了作者的觀點，必須還政於民，減低軍隊的權力，如

此方能使得國家邁向平穩的道路前進。 

他同時在＜印尼的軍人與政治變遷＞一文中提到，印尼為東南亞國家少數軍

人在政治上扮演重要地位的國家，其軍人可以支配政治，並且其權力是經由法律

的形式來確定的（陳鴻瑜，1997：23）。 

    綜合上述學者所述，軍隊雖是國家武裝力量，有著保衛國家安全並且維持社

會秩序的責任，但在國家進行民主化時軍隊角色的轉型扮演一個關鍵性的地位也

都肯定一個國家要邁向民主化的國家，軍隊則必須脫離政治。台灣在進行民主化

過程中，國民黨長期掌握軍隊，要使得文武關係趨於成熟就必須使得反對黨取得

執政權後，使政治勢力不再延伸進入軍隊之中，而積極推動軍隊國家化，軍隊所

效忠者也將是國家而非一黨、一人。Huntington 提出的「雙翻轉測驗」作為衡量

民主鞏固與否的明確標準。他指出：「第一次選舉的翻轉具有象徵的意義，但第

二次翻轉可以說明兩件事情。第一，一個社會中兩個主要的政治領導階層充分忠

於民主，而且願意在選舉失利之後，交出職位和權力。其次，菁英和民眾都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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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體制內運作；當出了紕漏以後，你可以更換統治者，而不是改變政權。」

（Huntington，1991：267）而在文武關係上是否也能以雙翻轉測驗作為一個標準

呢？在兩次政黨輪替後，軍隊的角色都能效忠於國家而非一黨，那麼台灣地區的

文武關係也臻於成熟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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