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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民主」，一向是民主政體國家所普遍認同價值觀，「文武關係」則可被視為

民主政體是否可以永續經營的一項重要指標，而「文人統制」、「軍隊國家化」在

文武關係發展中被列為最重要的指標。觀察現今台灣政體，我國民主政治已經日

趨成熟，在 2008 年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後，再度實現了政黨輪替，達成了杭廷頓

的「雙翻轉測驗」，證明台灣地區的民主政治、民主化成果已經趨於成熟階段，

在文武關係的發展上也朝向西方民主國家的模式前進，但目前仍然處於一個最後

轉型的階段70。然而西方民主政治發展時間較長，文武關係的模式也已經有著一

定的基礎，在文人與軍人的互動上也有著相互尊重的基礎在，雖然有時在政治利

益上會有產生衝突的情況，但最後都能藉由人民所選舉出來的民意代表來進行協

商解決，不至於會產生軍事政變或是軍人干政的情形發生。我國文武關係的轉型

也是面臨諸多波折，從軍事化統治的社會，逐漸轉型為經濟發展為主的社會，最

後演變為一個民主政體的國家，其間文武關係也從軍人為主的時代逐漸變成國會

監督軍隊、軍隊不屬於任何一個政黨、及文人統制的文武關係模式，我國文武關

係的演進與其實際之互動逐漸趨於成熟，加上國防二法通過後，使我國的國防組

織法制化，對於文武關係的發展更是一大進展，而軍政軍令一元化也是近年來重

大變革，而國防部長的職權、選任更是民主國家一大指標，2008 年 2 月 25 日文

                                                 
70 如文人國防部長的身份來說，台灣地區自 2000 年陳水扁先生擔任總統起，雖然貫徹了軍隊國

家化、文人統制、軍政軍令一元化的措施，但在文人國防部長的人選上仍然處於匱乏階段，都

是以高階將領退役後轉任國防部長，如湯耀明、伍世文、李傑、李天羽…等，除了蔡明憲外皆

是軍方將領轉任，就連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後，新任國防部長陳肇敏亦是空軍二級上將戰略顧

問轉任。由此可知，台灣文武關係演進尚未完全達到西方文武關係模式的標準，仍處於轉型的

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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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部長蔡明憲正式上任，也是民進黨執政以來第一位非軍事將領退役的文人部長

71，對於我國民主政治、文武關係發展具有極重要的指標意義存在。 

對岸中共在強烈意識型態的領導之下，文武關係發展始終未放棄以黨領軍的

模式，雖然再改革開放的政策領導下，中國大陸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金吸引

中心，但在政治改革上仍然停滯不前，因為中國共產黨不允許人民去挑戰它的政

權。軍隊自中共建國、建黨以來一直居於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共每一位領導人對

於軍隊都必須能夠掌控，否則便無法穩固其政權。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至

今日的胡錦濤，雖然後兩位是並未具有軍事背景的中共領導人，但他們對於軍隊

事務的關心，使得解放軍能夠效忠他們的領導。中共文武關係發展基本上脫離不

了「以黨領軍」的基本模式，但是不可否認的，中共近年對於軍事現代化、軍事

專業化及提升軍事將領素質上所做的努力是有目共睹的。 

兩岸由於特殊的政治關係、政治體制的不同，所呈現出來的文武關係模式也

呈現不同的發展方式。台灣是逐漸趨向西方民主國家的模式；而中共則是維持「以

黨領軍」的模式，兩岸各階段的不同發展都有其特殊意義存在，對於兩岸未來的

和平展望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71 前國防部長李天羽因為政府成立軍火買賣總攬工業互惠業務的鐽震公司引發高度爭議，因而

總統府在在經過多方考量後決定終止鐽震案，李天羽也因此事而請辭獲准，國防部長一職由原

任國防部副部長蔡明憲接任，也同時成為 2000 年民進黨執政以來第一位未具有軍事背景的文人

國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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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文武關係」的範圍廣義的包含了制度分析、武器發展、預算過程，狹義的

包括了士兵個人的行為（洪陸訓，1999：27）。台灣地區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一個

民主化的國家，文武關係發展上也逐步往西方民主國家的目標邁進，「軍隊國家

化」、「文人統制」、「政治中立」等都是目前台灣文武關係發展中所強調的重點；

反觀中共，至毛澤東取得政權以來軍隊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維繫其政權、樹立統治

者權威的一項工具，時至今日在經濟快速進步的大陸地區，但在其政治本質上並

未改變，政治權力依然由中國共產黨掌握，人民無法挑戰其政權，軍隊也成為壓

制人民的一項工具。 

在台灣地區來說，我國的文武關係發展經歷了軍隊國家化、文人領軍、及民

主價值的認同，均和以往威權時代大相逕庭，除了中華民國憲法原先所賦予的規

範之外，在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通過頒佈之後，更賦予台灣地區在文武關係在

制度的架構上成了更強而有力的支柱。國防二法通過後，國防部長掌握了軍政、

軍令系統，成為了唯一握有實權的軍事首長，而以往掌握軍令大權的參謀總長成

了國防部長的幕僚長，文人領軍的架構也正式的完成。 

採用文人擔任國防部長是民主化國家的一項趨勢，也是我國勢在必行的一項

措施，但我們必須從另一個角度上面來看，我國文武關係轉型成為西方民主國家

模式不過數年，在文人軍事素養及國防決策能力的培養上尚稱不足，因此積極培

養我國文人具備有專業的國防事務素養及專業軍事決策能力是我國在進行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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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制、文人領軍中所必須特別注意的事項，並非只是引進文人參與國防決策及文

人領導軍隊的模式而已。因此，我們在強調文人統制之餘，必須要認清一項事實，

我國文人大多缺乏相關軍事專業經驗的客觀事實，因而我國目前還是由具有軍事

背景的的文人部長來擔任，正如陳水扁先生擔任總統時的國防部長如伍世文、湯

曜明、李傑、李天羽…等，時至 2008 年上任的蔡明憲才為文人所擔任72。以台灣

目前文人領軍的狀況來看，文武關係與專業化的軍事領導還並未產生相關的衝

突，在將來以文人進入國防部擔任部長及更多文職人員進入國防部任職後，文武

關係的發展便可能產生諸多的爭議，針對此種現象，我國應該及早尋求因應及解

決的方案，對於民主化發展的台灣來說，法規的制訂是一項勢在必行的作法。各

部會之間的協調，對於軍隊統制的權責該如何進行劃分，文人部長該如何進行任

用，軍人有該如何服從文人的決策及指揮，這些問題都有待台灣當局進行研擬、

解決。 

就文人統制的立場上來看，中共文武關係發展的模式便和台灣大不相同，同

樣是由軍事領導人轉化為文人領導者，但是台灣與中共發展卻呈現一個極大的差

異性存在，便是台灣地區是從極權統治轉化為民主化，而中共自獲得政權以來從

未放棄其共產主義的意識型態，一黨專政、以黨領軍、以黨領政的模式從未改變，

縱使從江澤民開始，中共國家領導人已經轉化為由文人進行統治，且在接任國家

主席之前也都擔任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藉以拉近和軍方的關係，但在

                                                 
72 但在 2008 年馬英九先生上任總統後，任命陳肇敏擔任國防部長，而陳肇敏為前空軍總司令，

在文人部長後，再度由軍職人員退伍後轉任國防部長。 

 107



台海兩岸文武關係之比較 

以黨領軍模式、中共解放軍的使命、立場不變的原則之下，中共文武關係發展無

法有效的進展。 

而中共和台灣相同之處便在於雙方軍隊皆進行軍事專業化及軍事現代化以

因應未來的戰爭型態。以台灣來說，近年所通過的重大三項軍購案，便是要進行

國軍現代化並汰除國軍老舊裝備為目的；在中共方面進行軍事現代化的方式則更

引人注目，不僅在中共官方所公布的中共國防預算每年都以超過兩位數進行成長

外，積極發展太空戰也是其近年發展的目標。在此項觀點上，雙方的文武關係互

動是屬於一致的，都是要使國家軍力更上一層樓，以面對現代化的戰爭型態。 

綜觀本文，中共與台灣地區文武關係發展、轉型最大的差異性及關鍵性的因

素便在於政治體制及意識型態。意識型態的不同便導致發展出不同的政治體制，

台灣地區在三民主義原則的指導之下，逐步朝向西方民主國家的模式前進，使人

民充分享有權利，而西方文武關係發展至今的文人統制模式也漸漸引入台灣，使

得台灣地區的文武關係在民主化浪潮的洗禮下，逐漸的成熟、進步；相對於中共，

在馬列主義、共產主義的原則下，時至今日其共產政權的本質並未改變，文武關

係發展上更是遵奉著以黨領軍的模式，「只有黨指揮槍，絕不容許槍指揮黨」， 堅

持著此項原則也是中共解放軍建軍的一項基本原則。 

 

第二節 兩岸文武關係與未來和平展望 

兩岸自中國共產黨取得大陸地區政權以來，一直是處於對立的狀態，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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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 年政府播遷來台時，便對台灣地區實行軍事化統治，凡事都以軍事優先，

國防預算占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間更發生了多次戰役，如「八二三

砲戰」、「古寧頭之役」…等。兩岸對立的情勢未曾改變過，直到民國六十年後台

灣地區開始經濟起飛，開始發展經濟，人民生活逐漸富裕，軍事化的統治也逐漸

降低，在 1996 年時台灣人民可以根據自由意志選出自己心目中理想的總統、副

總統人選，就在此年台灣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定為自由民主的國

家，台灣地區也正式擠進世界先進民主國家之林。我國軍隊在解嚴後在民主化的

歷程中經歷了許多重大的轉變，軍人地位也擺脫了過去刻板的印象，軍隊不再是

少數人控制社會的工具，而是成為國家的軍隊，真正實現了「為中華民國國家生

存發展而戰，為中華民國百姓安全福祉而戰」。台灣地區民主化發展的結果下，

軍隊嚴守「行政中立」、「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之原則，對於對岸的軍事擴

張動作，我國不與之作軍備競賽，但卻不能使兩岸軍嚴重失衡，因此近年國防部

積極推動三項重大軍購案73，目的便在於能夠有效嚇阻中共可能侵台的行為。然

而中共的軍事預算逐年以兩位數上升，未公開的數據我們更是無法得知，美方預

計在 2010 年中共便具有登陸攻台的能力，中共在強烈「以黨領軍」的原則之下，

又不放棄已武力犯台，台海兩岸的局勢似乎會隨著中共軍力不斷擴張而變得更加

                                                 
73 「三項軍購全部到位需 15 年，國軍以落實戰訓本務、強化戰備整備、加強接裝訓練，因應國

防安全需要。」據國防部新版的「迎向美好未來」文宣內容指出，愛國者三型飛彈獲得期程為 8
年，全案將於 101 年成軍部署；長程定翼反潛機獲得期程為 7 年，預於 100 年全數交機；潛艦

建造期程則為前 3 艘建造 7 年，後 5 艘每艘建造 6 年，第一艘潛艦預於 102 年交艦，第 8 艘潛

艦則於 108 年交艦。  
       三項重大軍事採購是國軍整體建軍持續規畫的一環，以目前國軍已採購的紀德級艦為例，依

計畫，首艘紀德級艦將於 94 年 2 月返國，第 2 艘紀德級艦於 95 年 2 月返國，第 3、4 艘紀德

級艦於 95 年 10 月返國；另其他已籌購之各式新式武器，也將陸續成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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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我們不能夠輕忽這樣的行為。雖然中共軍備逐年提升，軍事科技也蒸蒸日

上，但是引起中共對台不友善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政治體制及長期對立性的關

係，許多中共高階領導人，將台灣狀況視為是中國內戰，甚至是「羞辱的世紀」

最後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他們關切過去屬於中國的領土未能回歸祖國的控制，

而最終統一的目標更因為美國的介入而蒙上一層陰影74。因此兩岸的和平問題仍

是目前兩岸關係上最為重要的一個議題。 

 

一、台灣地區文武關係與兩岸關係 

    台灣地區在民國 38 年至民國 76 年解嚴時，實行的是軍事化統治，對於國內

事務一切都以軍事化為主，不容許人民有任何一絲的反抗機會，作法和中共的作

法可說是相同，因此當時的文武關係體制被稱之為「準列寧式的黨國體制」，黨、

政、軍事合為一體的。國民黨政府利用軍隊控制人民，而在軍隊中也利用蘇聯的

政工（政戰）制度在軍中進行思想改造及為黨宣傳的效果，而政戰幹部也是軍中

的監察幹部，避免軍隊指揮者有做出任何違犯國家政策的行為產生。從過去五十

年的種種行為及政策來看，台灣地區的文武關係發展可以說經歷重大的轉型，主

要的關鍵點便在於民主化的開展，也正因民主化潮流之故，使得台灣能從過去的

類似共產國家的模式中，逐漸轉型成為先進的西方民主國家模式。 

過去台灣是屬於一個黨政軍合一的國家，與對岸的中共呈現對立的狀況，因

                                                 
74 參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譯，《人民解放軍與變動中的中國》，2005 年 1 月，頁 287-288。 
   中共高階軍事將領，將無法收回台灣視為一大恥辱，因此積極建議當局必須要對台灣地區採

取積極的軍事行動，以達成祖國統一的目標。 

 110



台海兩岸文武關係之比較 

為政黨對立之故，相對而言軍隊是維繫政黨利益的一項工具，因此兩岸的軍事對

立是極為嚴重的，戰爭有著一觸即發的可能性，但在台灣地區政黨勢力逐漸退出

軍隊、民主化的歷程，使得台灣與對岸的敵意似乎稍稍減緩，但卻從沒放鬆對於

中共的威脅，只是在西方文武關係理論中，「文人統制」、「軍隊國家化」是一個

民主化國家最重要的一項指標，即使兩岸政黨理念相互衝突，但軍隊是全國人民

的軍隊，並非一黨或是少數政黨可以操控的。台灣地區文武關係發展的結果，軍

隊必須要受到國會、全民的監督，所有軍隊的組織都必須以法令制度來進行規

範。尤其是國防二法的實施對於我國文武關係發展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存在。任何

軍事採購案、國防預算的編列都必須接受國會的監督， 使得台灣地區朝向正常

發展，從不與對岸實施軍備競賽，但也不能失去自我的防衛能力。 

就文武關係模式來看，我國的文武關係朝向西方模式發展，對於兩岸關係的

發展可以說是一個正向、正面的發展，並不是以對立為主的文武關係，軍隊領導

者也不能因為一己之私而私自利用軍隊達成本身的利益，而必須完全服從國家領

導人的領導，軍人不涉入政治，嚴守「政治中立」是現今國軍的大原則，只要兩

岸雙方領導人能夠面對面進行談判，為兩岸未來前途做一個規劃，相信兩岸的和

平發展並非難事。 

 

二、中共文武關係與兩岸關係 

以中共文武關係的改革與轉變上來看，和其他改革相比較之下，文武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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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是相當緩慢而且不明顯的。自 1990 年代中期以來黨、政、軍之間存在著三

邊鬥爭，共產黨試圖強化其對於軍隊的控制、政府方面設法增強對於軍隊的監督

與控制、而軍隊則試圖爭取其最大的自主性（國防部使政編譯局，2004：17）。

雖然黨、政、軍三者都為了各自的利益進行所謂的鬥爭，但是中共基本的文武關

係仍然並未改變，「以黨領軍」、「以黨領政」依然是不變的原則。 

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它的角色上來看，並不符合西方國家對於軍隊傳統的定

義，在西方國家的定義中，文武關係不應該傾向任何一個黨派，而應該是歸屬於

國家的軍隊。但在解放軍的眼中，他們最主要的職責便是在於保護黨的一切而非

國家本身，因此黨所遭受到的威脅及是否能夠維持黨的權力，便成為解放軍最重

要的任務。解放軍認為自己的使命不僅僅包含保衛中國領土與人民，更必須保衛

中國共產黨的正統性。 

解放軍在中共領導人進行世代交替時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存在，尤其是

以鄧小平交棒給江澤民時算是一大關鍵，因為對於解放軍來說，一個完全不具軍

事背景的文人領導者江澤民將要統帥解放軍，對當時解放軍來說是一項重大的轉

變，看似西方的「文人統制」但在實質面來說，「以黨領軍」的模式並未改變，

然為了不使中共國家領導人完全脫離解放軍，在江澤民及胡錦濤進行接棒之前，

都擔任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藉以提早和軍方高階將領進行接觸，以

樹立將來領導者的威信。 

在台灣問題上，中共文武關係佔有一項重大的關鍵因素，對於解放軍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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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遲未能收復台灣是一項莫大的恥辱，因此在江澤民上台之初，面對鷹派將領的

攻台主張，江澤民都一一予以安撫，但是在中國主權不能分裂的前提之下，江澤

民必須要順應解放軍的意志以維繫他的領導威信，因此在台灣問題上，會造成解

放軍與中共領導人一項最大的矛盾所在。中國共產黨與解放軍的關係，台灣問題

是一大關鍵所在，假設中國共產黨認為台灣必須利用軍事力量收回，那麼解放軍

便會動用軍事力量，但在進行軍事行動時又必須考量到國際形勢、美方態度、台

灣與大陸間經濟發展現況，錯綜複雜的關係使得對台問題日趨雜化，但是收復台

灣的目標在文人領導者與軍事領導者上卻是一致的目標。 

綜觀台灣地區與中共文武關係的發展及現況來看，台灣對於中共方面的軍事

擴張不能夠掉以輕心，文人領導者在與軍方的相處上因為國防法規制度化的結果

下有著相當良好的互動性存在，文武關係的發展使得軍隊成為保國衛民的一項利

器，並不會因為與對岸政黨意識型態的差異而造成軍事上的衝突；在中共方面，

文武關係始終維持「以黨領軍」的模式，而解放軍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共生的關係，

面對黨的利益或是國家利益遭受到侵犯時，解放軍將會不惜一切代價動用軍事力

量，即使面對台灣問題亦是如此。在 2008 年 3 月，西藏因為進行示威遊行，爭

取獨立，中共便利用青藏鐵路運送軍力進行鎮壓，且封鎖了所有對外的消息，對

於中共鎮壓西藏的舉動反觀台灣問題，在解放軍將領眼中台灣問題一直是他們心

中的一根刺，只是在面對文人領導人的壓力下，暫時平息了對台灣動武的念頭，

加上在 2008 年在北京將要舉行奧運會，為了不影響國際性的活動，對台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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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將暫停，但是在中共文武關係本質不改變的前提之下，中共對台動武的可能

性仍然沒有降低，假設統一台灣與保護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的成就產生衝突時，解

放軍會選擇克盡歷史的責任收復台灣，但在文人領導者必須考量到全盤局勢，在

面對此項矛盾時是否會產生文武衝突值得關注，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以目前中共文

武關係的現況來看，兩岸和平之路仍然存在著部分的風險，值得我們細細的觀察。 

 

三、世界和平指數（Global Peace Index） 

兩岸和平的維繫我們也可以從 2007 年所公布的世界和平指數（GPI）來作為

一項參考資料。75由下表我們可以發現先進西方國家的和平指數排名都名列前

茅，對於台灣地區來說被列為第三十六，中國大陸被列為第六十，位於第一百二

十名的則為伊拉克。對於此項和平指數，我們可以對兩岸和平做一個初步的分

析，和平指數所評比的內容包括了軍事經費，對於此項內容來說，台灣地區連續

十年國防預算呈現負成長，而在 2007 年我國立法院通過了新台幣八十九億元的

預算購買十二架P-3 反潛飛機、六套愛國者反飛彈升級系統、一百四十四枚「標

準二型」飛彈，而且，未來三年準備購買二百一十八枚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二

百三十五枚「小牛」空對地飛彈、六十枚「魚叉」反艦飛彈。到了 2007 年 12 月，

                                                 
75 請參考網站

http://www.prnewswire.com/cgi-bin/stories.pl?ACCT=104&STORY=/www/story/05-30-2007/000459
8231&EDATE= 
 世界和平指數是由澳洲企業家兼慈善家基利亞發起，並與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共同展開調

查，對全世界一百二十個國家展開調查，台灣、香港與中國當然也被列為評比的國家之一。指

數引用聯合國以及國際組織的資料，包括國家軍費、國家因組織性衝突死亡人數、聯合國派遣

人員的數目等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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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又通過 2008 年的國防預算新台幣一百零五億元，比前一年增加了百分之

十二，其中包括潛艦先期作業研究費用；在中共方面則連續十年以上國防預算呈

現兩位數的成長，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在中共經濟實力的基礎之下，只要中共

的GDP呈現持續成長的現象，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仍會使得國防預算呈現成長的

狀態。以此觀之，雙方的國防預算都在進行成長的狀態之下，積極從事軍事現代

化，相對而言產生軍事衝突的機率便增加，和平之路對於兩岸來說仍然是考驗著

雙方領導人的智慧。 

排名 國家 分數 

1 挪威 1.357 

2 紐西蘭 1.363 

3 丹麥 1.377 

4 愛爾蘭 1.396 

5 日本 1.413 

6 芬蘭 1.477 

7 瑞典 1.478 

8 加拿大 1.481 

9 葡萄牙 1.481 

10 澳洲 1.483 

36 台灣 1.731 

60 中國 1.980 

117 奈及利亞 2.898 

118 俄羅斯 2.903 

119 以色列 3.033 

120 蘇丹 3.182 

121 伊拉克 3.437 

資料來源：表格為作者自行整理

http://www.prnewswire.com/cgi-bin/stories.pl?ACCT=104&STORY=/www/story/05-30-2007/000459823

1&E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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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分裂國家法制訂與文武關係 

在 2005 年 3 月 14 日舉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

會議通過的一部針對台灣海峽兩岸關係的法律，當天就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

錦濤簽署並立即予以實施。該法律的主要內容是鼓勵兩岸繼續交流合作，但同時

也首次明確提出了在三種情況下中國可武力犯台，中共在「反分裂國家法」第 8

條規定「非和平方式」的三條件包括：第一、台獨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

成臺灣從中共分裂出去的事實；第二、發生將會導致臺灣由中共分裂出去的重大

事變；第三、和平統一的條件完全喪失。很明顯地，其內容帶有極高任意性，可

隨中共自行解讀。諸如「任何名義、任何方式」、「將會導致」及「和平統一條件

完全喪失」等，都不是法律用語，台灣可能動輒得咎。怎樣才算是「台獨」，完

全由中共來認定76。這部法律引起了兩岸關係再度緊張與國際輿論的抨擊。一方

面認為這部法律體現了中國面對民主觀念日漸強化的台灣感到極大的不確定

性、不安、恐懼及不信任，以致於希望明確立場劃定紅線，並試圖通過「漸進式

統一」來對抗「漸進式台獨」；另一方面，大部分台灣人民則認為這是中國意圖

武力犯台的具體證明，在台灣島內並開始醞釀修法訂立反侵略、反併吞…等法律。 

                                                 
76「反分裂國家法」草案規定，依按照本法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並組織實施

時，國家將盡最大可能保護台灣平民和在台灣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與其他正當權益；同時，

國家依法保護臺灣同胞在中共其他地區的權利和利益。「反分裂國家法」授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

「決定、組織實施」以「非和平方式」統一臺灣，並及時向人大常委報告。這等於說，一旦有

必要時，中共政府和軍隊有權先對台灣採取行動，然後再向全國人大報告。如此使得該法成為

對台動武的法律條文，或所謂的「戰爭授權法」，可以說中共透過法律形式而有對台動武的更具

體、更有形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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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黨領政、以黨領軍的強烈意識下，中共制訂了反分裂國家法，一方面為

了嚇阻台灣地區台獨份子的行為，另一方面也為了滿足其軍事高階將領的慾望，

藉以安撫鷹派將領，達成胡錦濤掌握軍方的目標。在中共文武關係發展上來看，

軍方一直被視為政權是否穩固的關鍵因素，因此在每一任中共國家領導人都勢必

會以拉攏軍方作為第一要務，加上江澤民及胡錦濤為非軍方體系出身的國家領導

人，對於軍方淵源不深，要使中共一向的原則－「以黨領軍」模式能夠順利推展

下去，勢必藉由法律的制訂及對台強硬態度來滿足鷹派將領的侵台慾，因此反分

裂國家法的制訂和文武關係的發展上來看，胡錦濤為了保持與軍方將領良好的互

動關係，在對台問題上立場一致的狀況下，頒佈了反分裂國家法，明文規定可以

使用非和平的方式解決兩岸統一的問題，此條文一出無疑讓中共軍方將領有了一

張對台侵略的空白支票，同時也在警告台灣當局，中共當局有著強烈反對台灣獨

立的決心。 

在文武關係觀點上來看，胡錦濤為了維繫其政權的穩固，在與軍方的互動上

不得不採取部分的妥協來滿足軍方的利益、目標。但在此項文武關係互動的結果

便容易使得兩岸的和平關係亮起了紅燈，為了平衡鷹派將領的需求，對台政策的

改變是大陸當局必須要面對的一項問題。相對於台灣當局來說，面對上述文武關

係模式、世界和平指數、及中共反分裂國家法的制訂，此三項都顯示著台海兩岸

存在著若干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該如何維繫兩岸之間的和平相處，考驗著雙方領

導人的智慧，也值得學者們進一步的觀察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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