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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海兩岸文武關係發展差異性比較 

由前述兩個章節，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及中共在文武關係的發展上面有其相同

處也有其相異處。造成雙方面差異性最大的一點便在於政治體制上的不同，台灣

地區在民國三十八年國民政府遷台後，從軍事化統治的社會逐步邁向西方民主自

由國家轉型，至 1996 年台灣地區舉行第一次總統直選，人民成為國家真正的主

人，也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定為自由民主國家，2000 年政黨輪替，

更奠定了台灣民主化發展的成果；反觀對岸的中共，自毛澤東獲得政權後，為了

鞏固其地位，實行共產主義，絕不允許人民挑戰共產黨統治的權威性，也不允許

有任何分裂國土及民主運動的產生，六四天安門事件及鎮壓西藏便是一個血淋淋

的例子。 

兩岸文武關係體制及發展最大的影響點便是在於政治體制上的差異，一個民

主國家的政治體制必然有其運作規範，而且民主國家是以軍隊國家化為其主軸，

不論任何黨派、人員都無法操控軍隊，軍隊所遵循的是國家法律；但在共產主義

下的中國大陸，軍隊為共產黨、個人鞏固其政治權力的一項工具。57雖然中共及

台灣在文武關係發展上有著許多不同點，但由於台灣地區也是由威權體制轉向民

主體制，因此在轉型的過渡時期上仍然有許多方面和中共有相同之處。 

 

                                                 
57 時至今日，中共領導人在進行接班時，都必須掌握軍隊，否則便無法順利進行接班。如胡錦

濤在即將要接班時，他並非軍系出身，因此和軍方並無淵源，因此江澤民便先將其安排至中央

軍事委員會擔任副主委，使其與軍中高階將領有所接觸，而在接任中共國家主席及共產黨總書

記時，因胡錦濤尚未能完全掌握軍隊狀況，因此並未直接接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委一職，直到

政局穩定，江澤民始將此一職位交給胡錦濤。由最近一次中共領導人接班狀況來看，軍隊對於

政權的鞏固仍然佔據著相當重要的關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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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兩岸文武關係發展相同處 

一、領導人皆由軍人變成文人 

    在此相同點上面來看，台灣與中共的領導人皆是由軍人逐漸轉向文人統制。

以台灣地區來看，自政府在民國 38 年自大陸遷至台灣後，國共不斷鬥爭，台灣

當時的領導人為蔣介石先生，他自北伐運動開始發跡，一路參加過剿共戰爭、對

日抗戰，功績彪炳，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擔任亞洲戰區最高指揮官，在二次大

戰結束後晉升為特級上將，為一個標準的軍事領導者。 

    當時台灣地區的文武關係根本就無文人統治的地方，整個社會完全是處於軍

事化的統治，而當時台灣地區會實行軍事化統治，一方面也與對岸的中共有著直

接的關係，因為雙方處於軍事化的對立，因此在統治上不得不採取此種措施；在

此時對岸的領導者毛澤東同樣為軍人出身，自中共建軍以來他便領導軍隊參與大

小的戰役。 

    台灣地區在民國六十年代推行十大建設後經濟逐漸起飛，人民生活逐漸富

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台灣先後終止了動員戡亂臨時條款並宣布解除戒嚴，憲法

所賦予人民的權力能更進一步的實現。在此時國家領導人也由軍事領導者的蔣介

石、蔣經國轉變為文人出身的李登輝先生58；在中共方面，領導人由軍人出身的

毛澤東、鄧小平交棒給文人出身的江澤民，在接班當時也引起不小的風暴，主要

                                                 
58 李登輝先生為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對於政治、軍事可以說是完全不瞭解，因此

在其擔任國家領導人初期，也面臨許多軍方將領的挑戰。例如郝柏村便是一例。當時郝柏村擔

任了七年的參謀總長，當時軍中高階將領皆為郝係人馬，李登輝對於政權的穩固面臨極大的挑

戰，他並非出身軍方，並且與軍方並無任何淵源，因此在就任初期對於軍方根本無力指揮，在

軍中人事案上也只能聽從當時郝柏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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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還是在於當時解放軍將領一時無法接受一個沒有參與過任何戰爭的文人領

導者，因此在當時領導上產生不穩固的現象。 

    台海兩岸領導人再由軍人轉向文人領導時，在當時政局都產生不穩定的現

象，並且在當時都無法掌握軍隊，最後都能克服困難使軍隊能服從其領導。在台

灣方面，國家領導人依據憲法中的規定統治軍隊，憲法第三十六條規定：總統統

帥全國陸海空三軍；憲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總統可以依法任免文武官員。根據

憲法上述的規定，總統在法源上可以完全統帥三軍，不需受限於任何人，但李登

輝並不如兩蔣一樣在軍中具有絕對的影響力，雖說法律上賦予總統權力，但在實

質上仍必須藉由當時對軍中最有影響力者郝柏村來穩固政權，而郝柏村也深知他

在軍中的影響力，因此在李登輝就任後，他首先代表軍隊服從國家領導人李登輝

的領導（郝柏村，1995：8-9）；陳水扁先生在 2000 年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前，當時

的參謀總長湯曜明一級上將也在電視發表中表示國軍將會服從新任國家領導人

的領導，不分任何的黨派。因此在台灣地區由軍人轉向文人統制上面可說是和平

的轉移政權，並未發生暴動的狀況，而在文武關係的進展上也呈現穩定的發展狀

況。59

    在對岸中共方面來看，江澤民的接班代表著從一個文武不分的時代邁向一個

以文領軍的時代，同樣的，江澤民和李登輝先生的情況相同，他同為文人出身，

其和軍方並無任何淵源，也並未參加過任何戰役，因此他在軍中的影響力上並不

                                                 
59 雖說表面上在政權轉移時軍方和新政府間是處於和平的狀態，但在陳水扁先生 2000 年當選總

統至 5 月 20 日就職前，曾發生軍事將領要集體退伍的現象，不過最後此是和平落幕，並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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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毛澤東及鄧小平。因而在他接任中共總書記開始，他便積極參與各項軍事事

務，且經常拜訪基層部隊並與高階將領會晤，如此一來也是向軍隊宣示，他雖然

身為一個文人領導者，但他對於軍隊事務絕非漠不關心，反而是更積極的投入，

藉以鞏固其領導地位。他為文人出身，並無法完全掌控軍隊，但他卻利用中共一

直以來統帥軍隊的一個特性「以黨領軍」60來樹立其領導軍隊的正當性。藉由以

黨領軍他可以在實質上掌握軍隊的運作，並藉由軍事決策、軍事預算及人事調整

來鞏固其領導地位。 

 

二、政戰（政工）制度之比較 

    政工制度源自於蘇聯紅軍時代的黨代表制度，用意在於透過黨代表的派遣，

監督軍事領導幹部的指揮與一切軍事活動，保證幹部的忠貞與紀律嚴明，防止軍

隊產生叛亂的情勢發生，而政工幹部也兼顧有照顧官兵生活及福利與激勵官兵士

氣的功能。有鑑於國共鬥爭時的失敗台灣地區在民國四十年由蔣經國先生設立了

「政工幹部學校」，作為訓練國軍訓練政戰（政工）幹部的搖籃，同時也確立了

台灣軍隊的政戰（工）制度，而在對岸的大陸地區同樣具有此一制度，而中共政

工制度實行的較台灣更徹底，這在兩岸文武關係發展上所具備第二點相同之處。 

軍隊在社會變遷與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軍事政治化（社會化）的角色。

軍隊以其掌有強制性的力量，並且與其眷屬形成龐大的群體，成為政府擁有最有

                                                 
60 在 1997 年訂頒的《國防法》第十九條中明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力量受共產黨的領導。」 
  中共黨對軍隊領導的制度設計，一方面由黨直接領導，另一方面透過國家機關間接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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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政治社會化」工具，用以教化軍民，培養忠黨愛國、團結反共的信念，

而推動此項工作者即為軍中的「政戰（政工）制度」。就軍隊內部的政治工作（可

以泛指一切的黨務工作，一切由黨操控）而言，就是強調軍民同胞的團結與忠誠，

以確保台澎金馬復興基地的穩定與安全。（洪陸訓，2003：339）政戰（工）制度

就是軍隊中黨的組織，除了具有政治控制軍隊的功能之外，主要還是必須透過政

治社會化的途徑教育官兵，使其接受黨的主義和政策。民國 49 年，國民黨中常

會通過「中國國民黨改造案」，黨的力量全面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包括軍中黨的

組織。 

台灣軍隊的角色不同於大多數發展中國家的特徵之一便是運用軍隊作為政

治社會化的主要工具，軍隊儼然成為一所公民學校。社會青年藉由兵役制度進入

軍隊，藉由軍中的政戰制度接受以國民黨意識型態為主的政治社會化。我國不僅

僅透過軍隊來從事軍事社會化的功能，也藉由國民黨所設立的外圍組織如「中國

青年反共救國團」，來教化青年學子。首先接受軍事社會化的便是大專高中職的

學生，透過校園軍訓教育的實施，使得青年學子具備有基礎的「軍事知能」，使

青年達成軍事化的功能，進而支持黨、國家、主義，以便未來成為反共的一員。

另一個目的也在於安定當時校園，避免因為學生運動關係影響校園安定產生政治

動亂，這也是軍事社會化在校園實施一項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而在中共軍隊中，與黨分不開的政工制度是軍隊組成相當重要的一環。在中

共政工制度中主要有以下三大功能：一、生產。二、打仗。三、群眾運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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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政工幹部的功能在於掌握部隊、鞏固部隊、維繫士氣的工作，其重要性不在

作戰指揮之下。但在中共實行下的政工制度，他由於具有監督軍事領導幹部的指

揮作為，而政工幹部所代表的又是黨，因此在中共軍隊的組織架構下，政工幹部

的地位往往凌駕於軍隊領導主官，進而對於軍事幹部的領導產生影響；而台灣地

區，國防部在 1957 年廢止了政戰主管的命令副署制度，同時也確立了主官領導

一元化的原則，使得政戰制度成為軍隊組織的一部份而非黨的組織。（洪陸訓，

2003：342）我們也可以由此命令副署制度的廢止看出，台灣的政戰制度和中共

的政工制度發展是走向不同的方向，而台灣政黨的色彩也逐漸消失在軍隊的組織

之中。 

    綜合上述，雙方的政工制度當初所設立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要藉由黨所

派遣的幹部來監督部隊軍事領導幹部的指揮作為。若是在黨領導軍隊的前提下，

軍隊便可能產生雙頭馬車效應，甚至於政工幹部凌駕於主官之上，中共便是如

此，時至今日中共仍未改變其黨領導軍隊的絕對原則，因此其政工制度並無明顯

的改變。61但在台灣地區政工（政戰）制度改革上面，從取消了政戰幹部副署制

度後，軍隊的指揮權便已經邁向了一元化的領導，加上台灣地區在解嚴後，社會

逐漸走向民主，對於政戰制度存在軍隊之中曾經有很大的爭議，認為政戰幹部在

                                                 
61 在中共所召開的全國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中提到政工制度具有下列缺點：一、軍閥主義傾向

（吊打、侮辱逃兵及其家屬）。 二、缺少民主作風，官兵間存有隔閡。 三、深入下層工作不夠。 

四、對黨的決議，決而不行，行而不果。 五、普遍疲倦現象，缺乏雷厲風行精神。而為了改正

上述缺失，中共也提出了以下的改正方式：第一、開展部隊「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改

善士兵生活。第二、加強黨部工作，嚴格黨的生活。第三、參加土地改革，進行土改教育，加

深官兵的階級性。改善部隊教育，貫徹群眾路線。 

  參閱http://www.takungpao.com/inc/special/17da/中共十七大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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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執政時代是從事軍隊的黨務工作，但在民主化時代到來後，軍隊國家化的

原則下，政戰制度似乎沒存在必要，但近年來因為役期不斷的縮減，加上現代社

會青年邁向軍中產生諸多不適應的狀況，因此政戰制度積極轉型，已經不再從事

黨務工作，而是著眼在心輔、心戰、公共事務、眷服、文宣、保防、監察等工作，

以協助單位主官達成上級所交付之任務。因此台灣地區政戰制度發展至今，已經

與中共方面的政工制度呈現不同的方向，並且呈現更加多元的狀態。 

 

三、軍事專業化、現代化 

    軍事專業、軍事現代化化不僅是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趨勢，就連共產國家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逐步走向軍事專業化的角色。軍隊的進步唯有依賴專業化，否

則軍隊的發展將會停滯不前。美國在 1991 年發動波斯灣戰爭（沙漠風暴）撼動

全世界，此次戰爭不僅僅讓全世界見識到美國驚人的軍事實力，同時美國所運用

的電子化戰爭、資訊戰爭讓全世界國家見識到什麼叫做「決勝於千里之外」，尤

以當時所使用的「戰斧巡戈飛彈」最令人嘆為觀止，它可在遠處利用電腦控制，

精準的擊中目標物。62中共解放軍在當時受到了相當大的震撼，因為當時伊拉克

軍隊的軍力、人數在當時世界上排名第四，但是在真正發生戰爭時卻敵不過先進

                                                 
62 當時美國在地面部隊進入伊拉克境內時，在波斯灣內已經部屬了眾多的航空母艦級主力戰

艦，而戰艦上搭配了戰斧攻陸巡戈飛彈，由雷神公司所生產之戰斧攻陸巡弋飛彈以往僅配備一

個重達 700 磅之鈦金屬破片彈頭，而性能提升型之戰術戰斧巡弋飛彈除具備原有之性能外，射

程將更遠、導引方式將更具彈性、滯空時間將更久，更採用加碼無線電傳送指令，於發射後可

重新瞄準並攻擊其他目標。此外在名為「多重反應兵器」(Multiple Responsive Ordnance, MRO)
之計畫下，戰術攻陸戰斧飛彈除將配備七個具備精確導引能力，並可沿途對不同目標或同時對

單一目標進行攻擊之彈頭外，更具備穿透與摧毀如碉堡等硬目標(Hard Target)之能力，且可在先

導飛彈摧毀目標後，重新導引後續飛彈攻擊其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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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攻擊，使得一向以人數眾多的解放軍有著深層的警惕，不得不對軍隊進行

改革，以期能使軍隊跟上西方先進國家的腳步。而台灣地區在解嚴後，文武關係

不斷改善，軍事化改革的腳步也沒停過，在進行軍隊國家化改革的同時，國軍同

時也在進行軍事現代化的工作。 

    在兩岸進行軍事專業化及軍事現代化的同時，專業化的軍官便不斷產生，對

於中共方面來說，專業化軍官將會使得軍官的自主性提高，進而逐漸對於中國共

產黨及黨領導人產生質疑，可能導致文武關係的改變，中共方面是否能夠持續「以

黨領軍」值得我們細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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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兩岸文武關係發展相異處 

一、民主化與非民主化的特性 

台灣地區在兩蔣時期，因為與中共特殊的政治關係，因此所實行的是軍事化

的統治方式，但隨著解嚴，開放報禁、黨禁之後，台灣地區便逐漸邁向自由民主

的國家，在人民權利、政治權利、公民自由上都獲得了莫大的改善，而在軍隊的

改革上，軍隊也逐步邁向軍隊國家化，以往從事黨務工作的政戰制度也轉型成為

新的制度，目的在於監督主官作為、並且協助單位主官完成軍事作戰的任務；相

對於對岸的中共，自從於 1949 年建立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表面上是以中國同胞

為出發點，但實際上卻是實行政治鬥爭、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政治的極

權統治，使人民無法擁有任何的政治權利，從六四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中便可以看

出端倪，中共政權不惜用武裝鎮壓的方式來平息民運，雖然在鄧小平主政後，所

採取的是「改革開放」的政策，但是此地方所指稱的「改革開放」是指經濟上面

的改革開放，而非政治上的改革開放，時至今日，中共仍然抱持著此一信念，縱

使經濟不斷的成長，至 2007 年止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因此使得

中國經濟成長率每年都以兩位數成長。但在政治層面上，中共高層仍然不放棄以

黨統治的基礎，不允許人民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力，在各省、縣、市仍然都

設有黨委來對地方官員、人民進行黨務的運作並監督官員的行政作為，就連中國

人民解放軍亦是如此，在各階層的軍隊中都設有黨務委員，也就是大陸所稱的「指

導員」，目的便在於監督軍隊主官的指揮作為，同時用來激勵軍隊士氣，培養忠

 91



台海兩岸文武關係之比較 

黨愛國的信念，於軍事最高階層則設立總政治部來綜管所有軍隊的黨務工作。 

由雙方的政治上面我們便可以發現，政治制度的不同、民主化與否、自由程

度的多寡都將影響一個國家整體制度的運作，以下筆者將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各國年度調查報告作為衡量一個國家民主化程度的一個標準，來

分析台灣與中國在一個國際民主化測量的標準下呈現如何不同的發展方式。下面

表格是從西元 1972 年至 2008 年止（民國六十一年起至民國九十七年），自由之

家（Freedom House）對台灣與中國針對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s）63與公民自由

（Civil Liberties）64的評定來判定為不自由、部分自由或是自由國家。由以下表個

的數據來看，中國自 1972 年至 2007 年的數據來看並無明顯的改變，他的政治權

利始終維持在六及七之間，呈現不自由國家的現象，按照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定的標準來看，中國的政治權利仍然掌握在少數統治者手中，人民並

                                                 
63 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s）的指標包含下列幾項： 

（一）政治領袖是否透過公平與自由的選舉產生？（二）立法代表是否透過公平與自由的選舉

產生？（三）是否具備公平的選舉法規、平等的競爭機會、公平的投票過程及誠實的表列選舉

數目？（四）由選民經公平的選舉過程選出的代表是否具備實質的權力？（五）人民是否有權

依其意願去組織不同型態的政黨或其他競爭性的政治團體，且此系統是否允許這些競爭性政黨

或團體更迭？（六）一項選舉鐘是否存在明顯的反對派，有無實質的反對力量，同時反對派有

無實質可能經由選舉而獲得權力獲增加支持度？（七）人民是否免於軍隊、外國勢力、極權性

政黨、層級性宗教機構、壟斷性經濟組織或其他權力團體的支配？（八）文化、種族、宗教及

其他少數團體是否能經由政策決定過程中獲得非正式化共識而擁有合理的自決、自治、自主及

參與權利。 
64 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的指標包含了下列幾項： 
（一） 表意與信仰自由。 

1. 是否存在自由且獨立的傳播媒體、印刷媒介或文化傳播管道？ 
2. 是否擁有自由的宗教機構、私密或公開的宗教表達是否不受限制？ 

（二） 結社與組織的權利。 
1. 是否擁有集會及遊行的自由？ 
2. 是否擁有組織政治性或準政治性的團體之自由？ 
3. 是否擁有自由的貿易聯盟及農業組織，且其間能否進行有效的集體協商？專業人員及

其他私有組織是否擁有自由？ 
（三） 法治與人權。 
（四） 個人自治權與經濟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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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享有政治權利，簡言之，中國在政治層面上呈現的事一個不民主、極權的統

制模式下；在公民自由上，人民也並不享有西方國家公民自由權利中的任何權

利，因此至 2007 年為止，中共在一個國際性測量民主化指標的機構「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眼中，仍是屬於一個極度不自由的國家。反觀台灣，從 1972

年起，當時因為兩蔣時期與對岸的特殊政治關係，因此在統制上和中共所採取的

模式相類似，人民並無法享有充分的政治權利及公民自由，因此在當時台灣被評

定為不自由的國家，但是隨著蔣中正先生的逝世，台灣地區開始經濟建設、黨外

運動開始興起，台灣地區在世界眼中也已經產生變化，由不自由國家演變為部分

自由國家，隨著解嚴、開放黨禁、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人民的政

治權利及公民自由程度不斷提升。主要原因便是在於台灣地區人民可以依據自我

的意願選舉出心目中理想的候選人，及擁有充分的公民權利。而到了 2006 年至

2007 年間，更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定為與歐美先進國家並列的最高

等級（1；1）。台灣地區從民國六十年代以來，由一個不自由的地區，隨著經濟

發展、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結果下，逐步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行列，其間的改

變是相當大也是相當不容易的；反觀中共政權，自 1972 年的數據至 2007 年止，

一直以來公民權利及公民自由都被自由之家評定分數相當差，一直都被列為不自

由的國家，人民無政治權利及公民自由權利，中國想當然爾是一個非民主的國

家，甚至於是屬於一個共產的國家。 

台灣地區由於在 1996 年總統大選後被列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在政治體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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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不自由的非民主國家邁向一個民主化的國家，而文武關係也從準列寧式的

文武關係逐步走向西方民主國家的文武關係模式，杭廷頓（Huntington）在其著

名的《第三波》一書中探討民主轉型的問題時，就是如何減少軍人干政和建立專

業的文武關係。他並指出所有新興民主國家所面臨的共同問題，就是必須遏制軍

人的政治權力，使得軍隊成為保國衛民的專業組織（Huntington，1991：209-231）。

而台灣地區在文武關係轉型的過程中，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國防二法的通過

及軍購的透明化，各種現象都顯示台灣地區的文武關係隨著政治體制的變化而有

著顯著的轉變，由此轉變我們也可以發現政治的民主化對於台灣文武關係的發

展。 

 台灣 中國 

年代 政治權利 公民自由 自由等級 政治權利 公民自由 自由等級 

1972-73 6 5 不自由 7 7 不自由 

1973-74 6 5 不自由 7 7 不自由 

1974-75 6 5 不自由 7 7 不自由 

1975-76 6 5 不自由 7 7 不自由 

1976-77 5 5 部分自由 7 7 不自由 

1977-78 5 4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78-79 5 4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79-80 5 5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0-81 5 6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1-82 5 5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2-83 5 5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3-84 5 5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4-85 5 5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5-86 5 5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6-87 5 5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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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88 5 4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8-89 5 3 部分自由 6 6 不自由 

1989-90 4 3 部分自由 7 7 不自由 

1990-91 3 3 部分自由 7 7 不自由 

1991-92- 5 5 部分自由 7 7 不自由 

1992-93 3 3 部分自由 7 7 不自由 

1993-94 4 4 部分自由 7 7 不自由 

1994-95 3 3 部分自由 7 7 不自由 

1995-96 3 3 部分自由 7 7 不自由 

1996-97 2 2 自由 7 7 不自由 

1997-98 2 2 自由 7 7 不自由 

1998-99 2 2 自由 7 6 不自由 

1999-00 2 2 自由 7 6 不自由 

2000-01 1 2 自由 7 6 不自由 

2001-02 1 2 自由 7 6 不自由 

2002-03 1 2 自由 7 6 不自由 

2003-04 2 2 自由 7 6 不自由 

2004-05 2 2 自由 7 6 不自由 

2005-06 2 1 自由 7 6 不自由 

2006-07 1 1 自由 7 6 不自由 

2007-08 2 1 自由 7 6 不自由 

資料來源：參閱＜最新民主與民主化（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Georg Sorensen 著，李酉潭、陳志瑋譯，頁 4。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網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 

 

 

二、意識型態 

    根據美國學者赫伯特．華爾滋（Herbert Waltzer）曾說：「意識型態就是一個

信念體系（belief system），它為某一個社會或是集合體所選擇的社會體制做一個

說明與辯護…，同時為了達成這種體制的維持和達成，提供過程、制度以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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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的策略。意識型態包括一套有關人性和社會的基本命題，它們既是規範性的

也是經驗性的，它們被用來解釋並且判斷人類的現狀，同時指導人們如何保存或

者發展出它們所選擇的社會體制。一個意識型態會為過去提供解釋，會為現在提

供說明，為將來提供遠見。它所提出的原則，制訂了人們社會生活及權力關係的

目的、組織及範圍。」（葛永光，1980：95）而兩岸所奉行的為三民主義及社會

主義，皆是一種意識型態。而兩種不同的意識型態也產生不同的影響，一切的社

會型態、政治體制以及經濟發展都將隨著意識型態而有所變化，本段將要以台灣

及中共所信奉不同的意識型態發展－三民主義及社會主義，來探討對於兩岸文武

關係發展有何影響。 

（一）社會主義指導下的中共文武關係發展 

    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在《共產中國的意識型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中提到，中共的意識型態基本上分為兩個部分，

而作為實踐性的部分的中共領導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的思想，則是被中共視為普遍

有效的馬列主義和中共在中國具體實踐經驗相結合的產物。由舒爾曼的看法來分

析，中共意識型態問題就是會涉及到中共建黨以來所面臨的嚴肅問題，主要是馬

克斯主義的本土化或是中國化的問題。（李英明，2003：2） 

    要瞭解意識型態對於中共文武發展的影響，首先即是必須對於毛澤東思想有

所瞭解，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中國化）的結果。正如馬克思

主義所強調的幾項革命觀點和軍事特色：其一是以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主體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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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農民雖可以參與革命但與工人之間卻是從屬關係，其二是堅持以無產階級做

為意識型態建構的核心範疇。在建黨初期毛澤東是以工人、農民作為其拓展共產

主義及從事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進而逐漸建立起自己的軍隊，而所建立的軍隊

便成為日後協助毛澤東達成其拓展馬克思主義的一項實質工具，而在國共戰爭，

也就是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戰爭時，軍隊、思想及意識型態成為主導中共軍隊

獲得最後勝利的關鍵。 

   從六四天安門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中共解放軍成為中共維繫其統治權及意識型

態工具的一個最佳例子，為了不讓社會挑戰中共的領導權及推翻既有的中共意識

型態本質，中共當局不惜利用武裝力量來鎮壓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靜坐的學

生，造成了重大的傷亡。65以及面對西藏獨立運動時，中共當局同樣利用軍隊進

入西藏進行鎮壓運動，造成當地區民流離失所，導致西藏領袖逃往國外尋求政治

庇護，當地民眾苦不堪言。由以上兩個例子我們都可以發現，中共文武關係發展

的本質並未產生改變，軍隊的一切行為仍是依附著中國共產黨前進，而雖然中共

現今意識型態本質並不和毛澤東時完全相同，但在本質上仍然不脫離其核心價值

的（實踐論），只是現今是藉由中共解放軍來達成其維繫、拓展的目的。 

（二）三民主義下的台灣地區文武關係發展 

    在民國三十八年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後，國民政府秉承著中山先生的遺教，希

望在台灣地區開創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省分，以為將來建設中國做一個範本。過

                                                 
65 在一般民主先進國家中，軍隊（或是武裝力量）是用來維繫社會秩序、保障國家安全及維護

全民福祉的一個組織，它是一項可以合法擁有武裝力量的組織，任何的黨派、個人都不可以利

用它做為個人或是少數人達成特定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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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五十多年來台灣地區不但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富庶、政治體制不斷往西方

民主國家邁進，使得台灣在六十年代成為世界經濟奇蹟，而在民國 85 年成為中

華民族第一個可以藉由自由投票選舉出領導人的地區，堪稱是華人地區的政治奇

蹟。由於各方面不斷開展的結果，使得台灣地區的文武關係也從以往依附黨的國

民革命軍變成現今成為國家的軍隊，走向西方民主國家「軍隊國家化」的目標。 

    就三民主義意識型態下可就以下三個部分來分析：一、民族主義；二、民權

主義；三、民生主義66。（葛永光，2005：15）根據三民主義意識型態的指導下，

在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初期，國民政府主要是以民族主義來凝聚全民的反共愛國意

識，以對抗對岸的中共政權，而當時因為時空環境之故，國家社會實行軍事化的

統治，只允許人民擁有部分憲法所賦予的權利，軍隊的統制亦是如此，當時文武

關係都是圍繞國民黨而行；到了六十年代台灣逐漸發展經濟，以民生主義作為主

要導向，迅速發展經濟，文武關係在當時並未產生重大變化，文武關係產生變化

之初應當算是解除戒嚴之後，隨著黨外運動不斷開展，人民積極爭取憲法所賦予

的基本權利，在軍隊改革上也產生了變化，一向在軍中從事黨務活動的政戰制度

也不再從事相關的黨務工作，而是積極協助軍事領導幹部完成各項任務。在民國

九十三年實行的國防二法確立了領導一元化的原則及文人領軍，同時也達成了憲

                                                 
66 民族主義包含：一、維繫固有文化道德傳統；二、以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和反共來凝聚共識和

促進團結；三、追求外交獨立自主和族群平等政策；四、推行濟弱扶傾政策。 
  民權主義包含：一、階段式發展的民主；二、人權的保障；三、憲政法統和體制的維繫；四、

政府效能的提升。 
  民生主義包含：一、平均地權；二、節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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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中所說明軍隊國家化的目標。67

三民主義領導下的台灣，在各方面都朝向先進民主化國家前進；反觀中共，

自始至終都以馬列主義為主的意識型態治國，導致國家發展緩慢，在發展的過程

中也產生了文化大革命、六四天安門事件等令人詬病的事。而政治的發展與民主

化可以說是影響兩岸文武關係發展最大的差異所在。第一項指標是人民的權利義

務，政府在解嚴後，人民的自由權利獲得了充分的保障，憲法所賦予的人民各項

權利也都在解嚴後讓人民自由行使。68使得台灣地區的人權以與西方國家齊頭並

進；而在中共方面，其政治本質是極權統治，人民的一切行為都受到中國共產黨

的嚴密監控，而中共的法律也並不是用來保護人民的，而是統治者用來控制人民

的一項工具罷了。 

另一項重要的指標便是政治參與，政治參與的基本條件－政治競爭、選舉時

自由選擇、自由結社、言論自由、法律之前人人平等－目前都存在於台灣地區現

行的體制中，而且選舉的權限及管道日益擴大，選舉的定期舉行及人民的自由選

舉，代表著台灣地區已經邁向先進的民主化國家前進，到了 1996 年，全國人民

更可以藉由自由投票的方式選舉出心目中理想的國家領導人，而在該年，台灣地

區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指標中被評定為自由民主國家，也意味著台灣地

區的發展受到了世界的肯定。然而對岸的中共，所尊奉的為「黨的一元化領導」

原則，將人民的各層面都歸納於中共的統治之下，在政策的形成上也鮮少有公眾

                                                 
67 憲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全國陸海空軍，需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之外，效忠國家，

愛護人民。 
68 關於憲法所賦予的人民權利，可參閱憲法本文的第二章，第七條至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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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參與。（葛永光，1995：106） 

政治指標對於文武關係發展影響甚具，在遵奉「黨一元化領導」原則下，軍

隊必然成為黨達成各項政治利益的一項工具，正如中共建國以來，在意識型態主

導下來統治人民，時至今日，中共解放軍仍未脫離黨的控制而真正成為國家的軍

隊；而台灣在三民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經濟，並且在政治上達成民主化，文武

關係的發展也逐步邁向西方民主國家的文武關係模式，今日的台灣，軍隊是全民

的軍隊，而非個人、黨派的軍隊，真正達成了「軍隊國家化」的目標。 

     

三、軍人參與政治方面 

軍隊與政治的關係是研究軍事政治學及文武關係上一項重要的課題之一，在

西方文武關係的模式中，軍人應該是要保持「行政中立」不偏向任何一個黨派。

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於軍人與文人有以下幾個基本的見解：（一）軍人

與文人分屬於兩個不同的團體，不具重疊性；（二）軍人與文人這兩個異質團體，

在本質上是相衝突的，各方均試圖控制對方；（三）文人應該具有最高的統治合

法權威，軍人理應接受文人的領導，軍人的合法權限於軍事相關的事務上；（四）

軍人的高度專業化與政治中立有密切的關聯；（五）軍人與文人關係的轉變，視

文人對軍人控制力的強弱而定（轉引林長盛，1993：127）。其中第四項表示出軍

人越高度的專業化，其在政治上更須表現出行政中立的態度69。然而在台灣與中

                                                 
69 行政中立制度的內涵大約包含了（一）界定公務人員之責任、角色與立場；（二）保障公務人

員身份與地位；（三）限制公務人員政治活動範圍或對象；（四）限制公務人員參加政黨活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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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對於政治參與的立場上確有著不同的想法。 

在我國來說，憲法第一百三十八條：「全國陸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

黨派關係之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第一百三十九條：「任何黨派及個人，

不得以武裝力量作為政爭工具。」第一百四十條：「現役軍人不得兼任文官。」

以上的憲法條文顯示出我國軍人在憲法中便以明文規範必須保持行政中立的立

場。在我國解嚴後，蔣經國先生逝世後，李登輝先生依憲法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

國軍本著「行政中立」、「軍人不干政」的原則下使得政權得以和平轉移。2000 年

總統大選陳水扁先生經由全國人民選舉為第二任的中華民國民選總統，當時的參

謀總長湯曜明一級上將於 2000 年 3 月 18 日下午四時許，透過大眾媒體於開票前

發表「國軍的立場與使命」，其中他強調軍隊是國家的軍隊，將會效忠以憲法所

選出來的新任元首，在 5 月 20 日時使得政權得以和平轉移，此也說明了軍人不

干預政治的原則作了最佳的示範。 

我國在解嚴後頒佈了「國軍現役軍人及軍事學校學生參與政治活動注意事

項」，禁止官兵參與任何有關與選舉或是相關的政黨活動，以貫徹「軍隊國家化」

與保持「行政中立」的立場。 

對中共來說，軍人參與政治是合法的，正如在胡錦濤時代 2007 年所選舉出

來的中央委員中有 41 名是軍事將領，因此軍隊參與政治甚至參與決策對一個民

主國家的台灣來說是不可能發生的事，但對於中共來說，不僅是中央軍事委員

                                                                                                                                            
限制公務人員參與競選或選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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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央委員會都有軍事將領擔任委員，甚至連中共的國防部長都是軍事將領擔

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軍隊對於中共政治的影響力是相當大的。與台灣地區軍

隊所保持的「政治中立」是截然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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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中共與台灣的政治體制完全不相同，一個為奉行馬列主義的共產國家，另一

個則為西方民主國家模式。在政治體制不同的狀況下，所產生出來的文武關係模

式自然也會不相同。本章就領導人轉變、民主化特性、政戰（政工）制度、意識

型態、軍事現代化及軍人參政等比較雙方的差異性，其中可以發現，雙方在對於

個方面的改革，例如現代化、專業化及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呈現相同狀態，雙方

都希望藉由改革使得軍隊更進步，但唯獨在政治改革、意識型態上面雙方仍呈現

極大的差異性。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中共政權無法放棄其「以黨領軍」的主要特性，

軍隊也無法完全脫離政治的運作，因此在文武關係改革上仍然相當有限；反觀台

灣地區的文武關係變化，在政治民主化後，文武關係也呈現不同於以往的發展，

從國防二法的頒佈實行便可看出台灣的文武關係逐步邁向西方文武關係模式發

展，也逐步實現軍隊國家化的目的。中共與台灣方面文武關係最大的差異本質便

在於政治體制即意識型態，此兩項因素導致於雙方的文武關係會呈現兩極化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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