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節  制度運作的難題 

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主要包括黨委的

統一領導，黨委的集體領導和首長的分工負責三個方面的內容。

以下謹從共軍內部對這三個方面的相關評論文章，分別論述「黨

委制度」運作的難題。 

壹、黨委的統一領導 

共軍認為，黨委對所屬部隊實施統一領導，這樣就能做到統

一認識，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行動。然而，在

經過共軍長期的實踐，統一領導的問題還是很多，黨委統一領導

，往往變成不是對重大問題未經黨委討論，逕由個人決定，就是

黨委包攬一切，形成以黨代政，既影響本身工作，也使得首長和

機關部門的職能，無法有效發揮。共軍雖提出，黨委對所屬部隊

實施統一領導，關鍵的問題是要對「統一領導」要有一個正確的

認識。然而，「統一領導」這四個字內容很多，到底「統」什麼

？怎麼「統」？這是實際工作中不易掌握的問題。共軍也坦承，

如果把握不好，往往會產生兩種偏向：一是統得過多；二是統不

起來。」（王書風，1998：298） 

第
六 

章 

共軍「黨委制度」的評估 



造成共軍黨委統得過多和統不起來的因素很多，政工條例及

相關法規未明確規範則是主因。依據共軍政工條例第二十六條的

規定，「一切重大問題必須由黨的委員會討論決定，在緊急的情

況下，可由首長臨機處置，但事後必須及時向黨的委員會報告，

並接受檢查。」（如附錄）該條例第二十四條，對需要黨委討論

和決定的重大問題也做了規定（如附錄），內容旨在強調黨委對

部隊的「統一領導」，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領導，而不是行政

、技術和業務的領導；是方針、政策、原則的領導，而不是事無

巨細地包攬一切行政事務。雖然共軍認為這個規定明確了黨委領

導的地位和範圍。（參閱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但是由於條文內容

過於籠統、抽象，造成解讀的不一致，如普遍將條例中「一切重

大問題」擴大解釋為，部隊中一切組織和人員，一切工作與事情

，無論是在思想上、政治上，還是組織上，黨委都實行集中統一

的領導。徐德奎（2003：151）就認為黨委統一領導的職權，主

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統一領導部隊的一切組織。部隊中的一切組織，包括

下級黨的委員會、基層委員會和連隊支部，同級和下級軍事、政

治、後勤、技術機關，同級和下級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機

關直屬委員會、機關總支部和機關支部，同級和下級黨的紀律檢

查委員會，共青團委員會、總支部和支部，軍人代表會議和軍人

委員會等，都必須接受本級黨的委員會的統一領導，圍繞黨的委

員會的中心任務發展工作。它們可以根據各自的特點獨立地進行

活動，但不能脫離黨委的領導，不得鬧獨立性。 

二、是統一領導所屬一切人員。部隊的所有人員，都必須團

結在黨委周圍，在黨委的統一領導和指揮下進行工作。無論是幹

部還是戰士，無論是軍事指揮員還是政治指揮員，無論是黨的委

員會書記、副書記還是黨委委員，都必須服從黨委的領導，執行

黨委的決議。任何人不得凌駕於黨組織之上，不得各行其是，鬧

無政府主義。 

三、是統一領導部隊一切工作。部隊的一切重大問題，都必

須經過黨委民主討論，集體做出決定，然後由軍政主官分工負責



組織實施，個人不得武斷。 

其次，中共黨的前三代領導人論及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

首長分工負責制時，對於黨委的集體領導和首長分工負責做了比

較深刻的說明，有關黨委統一的領導問題則未曾論述。鄧小平（

1994a：229-230）在一九五六年九月就曾指出：「在中國人民解

放軍裡面，長期以來就實行著黨委的集體領導制，或者說得完全

些，黨委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期戰

爭的經驗，證明這個制度對於部隊工作是有利的，它並沒有妨礙

部隊的軍事指揮。」鄧小平（1994b：341）掌握軍權後又多次在

軍隊的會議上指出，「各級黨委要真正實行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

負責相結合的制度」。一九九七年十二月二十二日，江澤民（2001a

：280）在全國組工會議上的講話，也曾提出「要增強領導班子

的凝聚力和戰鬥力，必須健全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

制度」。二○○一年七月一日，江澤民（2001a：515）在慶祝中

國共產黨成立八十週年大會上的講話，也僅提及「集體領導和個

人負責，兩者不可偏廢」的說法。由此觀之，共軍對黨委統一的

領導範圍既未能予以明確界定，又無法獲得領導人的強調和重視

，統得過多和統不起來的問題仍將繼續存在。 

另一方面，共軍面臨黨員政治意識淡化的問題也將直接影響

黨委的統一領導。中共早期的軍隊，其成員多來自固定的階層，

與社會隔絕而自成體系，然而隨著內外環境的改變，共軍成員的

人生觀與價值觀已不可同日而語，勢必衝擊共軍的統一領導。共

軍坦承，在新的歷史時期，有部分黨員有淡化政治意識的傾向，

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李敏、王儉華，2002：95） 

一、是黨員的主體意識淡化。在社會轉型期，一些黨員忘記

了自已的特殊身份，淡漠了黨員的光榮稱號；有的模範作用不

強，關鍵時刻站不出來，對解決黨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抱著一種

與已無關的態度；有的不講原則，對有損黨的形象的言行不批

評、不鬥爭。 

二、是黨員軍魂意識淡化。有的在長期和平環境中滋長了嚴

重的麻痹思想，對西方敵對勢力「西化」、「分化」我黨我軍圖謀



的本質及其嚴重性、危害性缺乏足夠的認識，政治警惕性不高；

有的對西方敵對勢力鼓吹的「軍隊非常化」、「軍隊非政治化」和

「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觀點不以為然，聽之任之。 

三、是黨員的責任意識淡化。有的忘記了共產黨員的起碼義

務和政治責任，把自已混同於一個普通老百性；有的對黨在新時

期的基本綱領和奮鬥目標，缺乏清醒的認識和堅定的信心；有的

淡忘了黨的性質和宗旨，不能正確使用手中權力；有的鬥志衰

退，事業心、責任感不強，缺乏不懈奮鬥的精神。 

四、是黨員的組織意識淡化。有的黨員只相信個人不相信組

織，遇事不找組織找個人；有的無正當理由，長期不過黨的組織

生活，不受黨的紀律約束，成天游離於組織之外的掛名黨員；有

的不按民主集中制原則辦事，不能正確處理個人與組織的關係，

把「私人關係」看得重於組織關係；有的只要組織照顧，不講組

織紀律，把黨內純潔健康的同志關係庸俗化，靠個人不靠組織，

把個人進步的「寶」壓在某個「關係」、「後台」上；有的不按黨

的組織程序辦事，越級請示報告，向組織伸手要官，討價還價等

等。 

共軍進一步指出，黨員政治意識淡化的主要原因：（李敏、

王儉華，2002：95-96） 

首先是缺乏必要的政治學習和修養。一是忽視政治理論學

習，理想信念追求低層次。有的放鬆對主觀世界的改造，不注意

加強黨性鍛鍊，缺乏強烈的政治意識和對革命事業的執著追求。

二是有些黨員在組織上入了黨，思想上並未完全入黨，黨的觀念

和黨員意識是黨員保持先進性的基礎和前提。黨員要有黨的意

識，這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無論職務高低，黨齡長短，都不能

例外。但現在確有少數黨員把過得輕鬆、過得時尚作為軍旅追

求。須知，對物質享樂的過分追求，必然銷蝕人的鬥志，淡化政

治興趣，弱化政治追求。三是部分黨員對黨的改革政策認識不

清、理解不深。在社會深刻變革時期，經濟利益的調整，給人們

帶來了一些實際問題和思想困惑。物質財富豐富而又出現貧富差

距拉大現象，生活節奏加快，人際關係淡化，在這種情況下，如



不強化政治信仰意識，少數人就容易轉向宗教或各種非正式的小

團體尋求幫助。正因為如此，必須對其加以引導，提供精神關懷，

堅定他們的政治信仰。 

其次是「三潮」、「三化」的衝擊。一是市場經濟「商潮」的

衝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人們的生活觀念、生活態度、

精神文化需求、業餘生活表現出多樣化，一些錯誤的或不文明、

不健康的生活觀念和生活態度對人們的思想產生了 不 良的影

響。在這種新的歷史條件下，少數黨員埋頭經濟工作和日常事

務，政治意識有所淡薄。二是世界社會主義「低潮」的衝擊。以

東歐劇變、蘇聯解體為標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谷。社會

主義歷史發展的曲折性，不僅影響到了一般群眾的共產主義信

念，而且也影響到了一些黨員對共產主義的追求。三是「軍隊非

黨化」、「非政治化」等自由化思潮干擾和西方敵對勢力對我國實

施「西化」、「分化」圖謀的「西潮」的影響。受此影響，少數政

治意識薄弱的黨員，社會主義信念發生了動搖，對黨對軍絕對領

導的「軍魂」意識淡薄了。四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

多元化的影響。政治上隨著兩極格局的終結，世界正向多極化方

向發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的聯繫日益緊密，影響

日益增強。多元文化也造成多種思想體系的並存，其中思想理論

領域的噪音，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盪，使馬克思主義在意識形

態領域的指導地位受到挑戰。這些必然會影響到黨員正確的政治

意識的形成。 

再次是一些黨組織放鬆了對黨員的教育管理。一是對黨員的

教育不力。少數黨組織不注重抓黨的建設，不開展黨的組織生

活，造成黨員人心散，凝聚力，組織觀念淡化。二是黨員管理措

施滯后，黨員隊伍建設的基礎不牢。比如有的黨組織在黨員管理

工作上仍沿用舊套路，對小、散、遠單位的黨員的管理缺少辦法，

使之經常處於無人管或放任自流的狀態。三是黨內監督乏力。一

些單位的黨組織缺乏原則性和戰鬥性，對黨員幹部的管理失之於

寬，失之於鬆，失之於轉。一些黨員幹部發生的違規違紀的問題，

大部分都是通過群眾寫信和地方反映得以處理和查處的。由於黨



的監督機制不健全，使個別黨員在偏離黨員標準的軌導上越走越

遠。 

黨委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行動成敗關鍵在

是否能做到統一認識。當前共軍雖仍一再強調，任何個人和部門

都不能凌駕於黨委之上，但在面臨黨員政治意識淡化，對黨委統

一領導沒有信仰心的難題，此種專權高壓的做法到底能持續多

久，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貳、黨委的集體領導 

黨委的集體領導，是指黨委的領導原則，共軍政工條例第二

十六條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貫

徹執行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如附錄）

毛澤東在 1962 年講民主集中制時，即提出「．．．黨委的領導，

是集體領導，．．．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行民主集中制。」（引

自裘克人、劉振忠主編，2002：341）因此，共軍強調堅持黨委

的集體領導，必須貫徹實行民主集中制，認為這是黨委實現正確

領導決策的可靠保證。但在中國共產黨章及中共憲法中，對於民

主集中制的規定都比較籠統、抽象，並未作出具體嚴格的規定。

而在強調黨的一元化領導下，民主集中制在中共過去長期的實踐

中，經常是脫離民主而偏重集中，鄧小平（1994b：144）就曾指

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行，

離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依據中共學者指出，黨內違反民

主集中制的情況主要可歸納為下列七點：（王貴秀， 1995：

108-109） 

一、重大問題或重要幹部任免由個人拍板定案，或以集體表

決之名而行個人專斷之實。 

二、主要領導成員個人或少數人與多數人意見不符，就長期

拖延不付諸表決。 

三、職能部門首長代替委員會作決定，使委員會形同虛設。 

四、委員會書記或委員個人拒不執行委員會集體決議，或陽



奉陰違使決議無法執行。 

五、決策前未經充分醞釀討論，使草率做成的決策因受質疑

而無法執行。 

六、實行首長制的領導體制，以民主集中制少數服從多數的

原則辦事，影響工作效率。 

七、對中央或上級的決議不貫徹執行，各行其事、各自為政，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在違反民主集中制的這些弊端中，最為嚴重就是由於個人或

少數人的專斷，而造成權力的過度集中。這項弊端的發生，除了

選舉和監督制度不夠完善外，各級黨委並未落實集體領導亦是主

因。中國共產黨所謂黨的集體領導是指黨和國家的路線、方針和

政策等重大問題和重要的人事決定，都應當由黨的委員會集體醞

釀、協商和討論後，以少數服從多數的方式做出決定；黨委員會

內的書記與委員之間，衹是職務分工的不同，並無上、下級之區

分，也沒有領導與被領導的關係，在進行表決時亦是一人一票。

在中國共產黨章中明確規定，作為黨的領導機關的各級黨的委員

會必須實施集體領導制度，但是依據中國共產黨新時期黨的建設

教程中指出：「在現實的黨內政治生活中，黨的權力過分集中於

少數幾個領導者，特別是集中於書記手中的現象，仍然普遍地存

在著。」（王啟文，1996：147）中共黨務工作全書（張蔚萍，2001：

1273）亦坦承：「在我們軍隊，黨委書記既是部隊一級行政首長，

又是黨委一班人的『班長』，搞得不好就容易以行政首長的身分

出現在黨內，把書記和委員搞成領導和被領導的關係，把集體領

導搞成『一言堂』、家長制，自覺不自覺地把個人淩駕於黨委之

上。」此種說法更加突顯制度上的集體領導，實際上卻變成了個

人或少數人的專斷。由於民主是防止權力腐化的必要措施，不以

民主為基礎的集中，所導致的極權腐化現象，可以說是中共過去

在民主集中制的實踐上所產生的主要弊端。 

民主是實施民主集中制的基礎和前提，脫離了民主，民主集

中制就成了專制的集中制。同時民主集中制實施的目的，也是為

了要維護民主，民主集中制做為組織的原則，是要黨內民主及人



民民主的實現提供組織的保證，從組織上來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

活的民主化；集中的目的不是要反對民主，而且是要保障民主的

實現，以及維護民主的權威。由於民主集中制與民主有著密不可

分的關係，民主集中制真正有效的實行，有賴於民主的充分發

展。因此諸如改變權力過度集中的領導體制、發揮集體領導的作

用、完善選舉制度、設立監督機制、加強法制建設、對於民主集

中制原則性的規定予以具體化、程序化，以便於運作及防範各項

弊端的發生等，都是中共提昇黨內民主、人民民主以及健全民主

集中制的重要前提。 

中共的民主集中制，直接關係著共軍黨委領導的原則，民主

集中制所面臨的問題，亦是共軍集體領導運作的實際景況；共軍

黨委集體領導不但須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則，更尤於中共軍隊高

度集中統一的武裝團體屬性，處理民主與集中又有其自身的特點

和特殊的要求，使得共軍不但無法防範及避免民主集中制的弊

端，集體領導的運作更加偏離民主而強調集中。中共黨的「十六

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雖然增加黨委集體討論決策依循的

四項原則：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參閱

本文第五章第二節）企圖改善既有的問題，其成效如何尚待觀察。 

參、首長分工負責 

首長分工負責，指的是黨委決策的執行原則，是黨委領導得

以實現的必要步驟。鄧小平（1994a：234）在中共黨的「八大」

會議上曾指出：「沒有個人分工負責，我們就不可能進行任何複

雜的工作，就將陷入無人負責的災難中。」他引用列寧說過的一

句名言，「借口集體領導而無人負責，是最危險的禍害」。（鄧小

平，1994b：151）江澤民也多次強調，要認真貫徹黨委統一的集

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充分發揮班子內每一個成員的積極

性，使領導班子真正成為有凝聚力、有戰鬥力的堅強集體。（江

澤民，2001a：280）鄧江所言意指，落實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

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提高黨委的工作效率和決策質量，關鍵是首



長分工負責制度是否落實。然而，在共軍長期的實踐中，分工負

責制的問題還是很多。 

共軍的重要軍事著作─「軍事社會學概論」中，就曾對軍政

幹部間的關係及可能產生的問題有所闡釋：「同級軍政主官同是

在部(分)隊的首長，共同負責本部(分)隊的工作，軍事幹部與政

工幹部之間的關係問題是軍隊人際關係中經常遇到的問題，軍事

領導者往往因忙於處理大量的軍事問題忽略人際關系的方式方

法而得罪人。作為政工幹部應主動地了解軍事工作的全過程，多

分擔一些具體工作以配合軍事幹部將工作做好，盡量去維護軍事

幹部的威信，對群眾多作解釋，了解你的夥伴的脾氣、個性等，

努力去幫助他學會做人的工作，處理好各方面的關係。軍事幹部

切忌因自已了解軍事情況而自持內行，忽視與政工幹部商量，獨

斷專行，傷害同志感情，造成工作上的隔閡。」（楊亞平、祁永

信主編，1989：148-149）中共學者進一步指出，首長分工負責

制度落實不好的主要表現有下列三點：（周建慈、王德江，2001：

242-243）     

一、分工不夠科學，往往用常委分工代替行政首長分工。具

體表現一是常委包幹，軍政行管一把抓。也就是常委分片包單

位、包人頭、包管理；二是主次顛倒，中心工作副職抓，以常委

分工替代了主官職責，應該由正職親自抓的事情主官只掛帥，不

出征，副職「充大數」，具體幹；三是按部就班，沿襲習慣對號

抓。有的分工明知不太合適，但因為是老班子的習慣做法，錯了

也沿襲；四是顧此失彼，交叉工作沒人抓。有些工作只講齊抓共

管，但並沒有真正落實到個人。 

二、職責不夠統一，往往首長不能獨立負責地按分工開展工

作。有的正職事必躬親，統得太死，讓副職事事請示匯報，影響

了副職積極性的發揮；有的正職則習慣於當「甩手掌櫃」，放得

過開，把工作都推給副職幹；有的副職袖手旁觀不負責任；有的

副職則自作主張，越權越位處理問題。 

三、工作不夠落實，往往議而不決，決而不行。比較普遍的

現象是有些事情議來議去，議而不決，許多事情只定在會上，紙



上、停留在口頭上，決而不行。尤為突出的是部隊齊抓共管的工

作不落實，經常實的工作不落實，有風險得罪人的工作不落實，

軟指標，費力氣的工作不落實。 

影響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原因很多，共軍坦承既有思想認識上

的原因，又有工作方法上的原因，還有制度上的原因。其具體成

因有以下四端：（周建慈、王德江，2001：243-244） 

一是對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科學含

義理解偏了。有些同志以為集體領導就是群體負責，出了問題打

不到個人頭上；有些同志以為黨內的關係是平等的，有了問題責

任也是平等的，還有些同志以為分工負責就是包干包圓，好壞別

人管不著。心存這些不正確的認識，就會缺乏內在責任意識和協

作精神。 

二是上級領導和機關的「板子」打的範圍寬了。有時候，無

論事大事小，上面都要強調書記負總責；有時候，無論事重事輕，

只要部隊出了問題，上面都要底下以黨委的名義檢查匯報；還有

許多時候，誰管事越多，誰挨的板子越多。反而使一些人錯誤地

認為，不認真負責沒啥事，出了問題上面先找黨委，板子打不到

自已頭上，久而久之勢必淡化分工負責意識。 

三是督查反饋等行之有效的措施執行鬆了。經過多年的實

踐，共軍總結制定了一系列保證分工負責制落實的措施。但由於

有的單位平時主管首長檢查部隊情況多，檢查機關和黨委自身崗

位職責落實情況少；主管首長平時對機關聯系多，對下級主管領

導督導少，未能及時有力地糾正分工負責制貫徹上存在的問題，

因而一些不正常、不正確的做法得到了默許和沿襲。 

四是班子成員個人的總體素質檔次低了。從一些實徹落實分

工負責制不夠好的班子來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班子成員個人素

質差。主要表現是：有的缺乏全局觀念，分工分家；有的缺乏高

度負責的精神，在其位不謀其政；有的缺乏求真務實的作風，說

得多，幹得少，做表面文章；有的缺乏開拓創新意識，思想懶惰，

工作消沈；有的缺乏專業水平能力，想幹但不知道怎麼幹。 

中共認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軍隊黨委班子的建設和



工作效率的提高，且與共軍所謂新形勢對黨委建設的要求是極不

相稱的。因此，針對落實好首長分工負責制，提高黨委工作效率，

提出抓好以下四個環節的要求：一是不斷加強黨建理論學習，正

確理解和準確把握黨委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科學內

涵，使提高黨委工作效率有堅實的基礎；二是理順堅持和落實黨

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各種關係，使提高黨委

工作效率有良好的環境；三是上級首長和機關嚴格按黨委統一的

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具體要求進行督導，嚴格紀律、

嚴明獎懲，使提高黨委工作效率有足夠的動力；四是注重提高班

子成員全方位、高質量落實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

責制的素質，使提高黨委工作效率有可靠的保証。（周建慈、王

德江，2001：244-245）然而，多年積累的弊端，如果只是在執

行層面作文章，不從制度面去檢討，依恃如此陳腔濫調，終究事

倍功半。 

共軍的「政工導刊」就曾對這種「雙長制」提出批判性的檢

討，認為共軍借鑒蘇聯紅軍的經驗，及在共黨未獲執政前，為保

證共黨對軍隊的領導，故有雙長領導體制的產生。文中認為，在

共黨的重點工作由過去單純的軍事鬥爭轉為大規模經濟建設之

際，此一體制已有相應變化的必要。該文提出「雙長制」領導體

制其弊端的表現，有以下幾點：（黃在漁、李玊忱，1989：8-9） 

一、不利於實施集中統一的指揮，影響部隊快速反應的作戰

能力。軍隊是一個高度集中的武裝集團，戰爭的複雜性、多變性、

殘酷性對軍隊領導指揮體系提出了更高的要求，現代戰爭的條件

下更是如此。而按照共軍現行的領導方式，部隊的重大問題，一

經黨委決定以後，由軍政首長組織實施。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軍

政首長經常地交叉使用權力，軍事主官在自已分管的軍事行政工

作之外有時不能不去過問政治工作，或者去處理一些不屬於自已

職權範圍之內的問題；政治主官在自已分管的政治工作之外，也

少不了過問一些不屬於自已分管的其它工作，在一些問題的處理

上，軍政首長難免會有意見不同而影響決策的作出。由此，造成

軍、政主官在人、財、物等權力之中互相扯皮、干擾、摩擦，使



一些重要決策得不到迅速的貫徹落實。這些問題在戰時不利於集

中指揮，協同作戰；在平時不利於提高工作效率。 

二、軍政主官之間的關係不好協調，不利於領導班子的內部

團結。由於雙長制這種領導體制形成事實上一個班子中有兩名主

官，他們都想當家作主，一旦兩名主官的關係出現裂痕，勢必使

部屬處於無所適從的難堪地步，最終將導致整個班子的渙散。而

這種不團結，正是雙長制的兩極權力分化內耗效應所決定的。這

種權力分化的內耗效應造成的不團結因素，是任何思想工作，組

織紀律都無法解決的問題。 

三、不利於幹部的培養，使一些能治軍的優秀人才毀於不合

理的制度之中。由於共軍現行的幹部選拔制度基本上是以委任制

為主，在形式上講是黨管幹部，但是因為幾千年來傳統封建思想

的影響，加之共黨內部「民主生活」不正常，制度不健全，黨委

的決定往往以軍政主官的個人意見為主。因此，在用人問題上，

軍政主官的意見是否一致居重要地位。若軍政主官之間有矛盾或

者由於認識人的角度和選拔標準有異，用人問題無法達成共識，

或必須以交換條件來妥協決定，這就難免使一些優秀的軍政人才

得不到合理的提拔使用，嚴重的影響了部隊幹部隊伍的全面建

設。 

該文並歸結起來認為，制約軍政主官團結有三個要素：一為

在影響軍政主官團結的諸要素中，權力問題是個熱點，是個核

心。軍政主官之間要搞好團結，首要的是正確地認識和對待權

力，否則勢必影響兩個人之間的團結。二為人事問題最敏感，最

容易影響團結。三為軍政主官，由於工作和生活關係，各人身邊

都有一批經常接觸的人，苫不能明辨是非，甚至偏愛寵信，就往

往容易作出糊塗事來。此段論述雖然對問題癥結的探究尚不夠深

入，但也說明了共軍首長分工負責制，軍政幹部之間的問題，長

期以來一直就是權力與資源分配的「零合」式競爭。 

綜上所述可知，共軍「黨委制度」在理論上以「矛盾統一」

為其「合理化」的支持，軍政主官的「二元式」領導似乎能順利

的運作。但其實不然，證諸組織原理及指揮原則，階層式且一元



化的結構，才有利於部隊領導和指揮作戰。再者，黨委統一的集

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實際上是兩套班子一套人馬，黨委

決策，首長執行。由此極易造成黨政不分，產生決策者不負責，

負責者不決策的問題，實踐證明它不科學，因為從科學管理的角

度來看，任何體制的領導必須是唯一的，權責相符才是合乎此一

原則的。政出多門必然是一個扯皮制，多頭領導必使摩擦叢生。

因此，共軍若未能從制度層面檢討調整，在軍隊國家化、軍隊現

代化、軍隊專業化趨勢的壓力之下，則現行黨委領導體制運作的

問題，仍將會是共軍日後一個爭議的課題。 

第二節  對共軍未來發展的影響 

共軍「黨委制度」在面臨各種挑戰與衝擊後，仍然能維持迄

今，主要還是在於中共強調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傳統、共軍堅持

「革命化」的建軍方針，以及黨委會集體一元領導的政策，此種

帶有權威性與基礎性的原則，使「黨委制度」的存在與運作有所

依恃。然而，當權威面臨挑戰、基礎逐漸動搖之際，其對共軍未

來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殊值探究。以下謹從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

悖離時代潮流、革命化與現代化的消長、黨委會集體一元領導的

迷思等三個面向來探討評估中共軍隊「黨委制度」對共軍未來發

展的影響。 

壹、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悖離時代潮流 

共軍「黨委制度」被中共視為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根本制

度，其表面的意義在集思廣益，避免或減少由於部隊首長的片面

觀點、經驗不足所造成的各種錯誤，但更重要的是防止部隊首長

獨斷專行與軍閥主義，且能發揮以黨領軍的實際力量，使各軍

區、軍種、兵種，各級軍區的部隊領導人均須根據黨中央軍委的

方針、政策、路線而進行工作，使軍隊成為執行黨的任務的馴服

工具。（司法行政部調查局編，民 59，11-12）然而，中共實施



改革開放以來，這種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根本制度，受到內外環

境改變所帶來的衝擊，其原有功能正逐漸消退中。 

一九九一年，蘇聯總統戈巴契夫於「八月政變」後，解散共

黨並排除共黨對蘇軍的控制與干預，引發共軍內部「軍隊非政治

化」、「黨軍分離論」、「軍隊國家化」之暗潮。為鞏固「以黨領軍」

地位，中共不得不將攻擊性的「階級鬥爭」意識型態，轉化為防

禦性的「反和平演變」政策宣示，並牽強地將「反和平演變」與

國家安全、部隊純淨畫上等號，強調「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

放在第一位」。然而，二○○一年三月，中共「兩會」召開期間，

人大「解放軍代表團」突出地以批判「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

治化」及「軍隊國家化」為重點，揭露反對「黨指揮槍」者仍大

有人在。中共諉稱這些反動觀點主要來自於西方敵對勢力「蓄意

歪曲與挑動的」，其實質要害是「妄圖改變我軍的性質，使我軍

脫離黨的領導，從而亡我黨、國家和軍隊」。以下謹根據楊偉業

（2001：67-71）及韓季池（2002：191-193）有關批駁文章，摘

述其內涵。 

「軍隊非黨化」主張軍隊不隸屬於某一特定政黨，是超黨性

質的。中共強調軍隊源於階級和階級鬥爭，近代產生政黨以來，

階級是由政黨領導的，這就決定軍隊必然由政黨來領導。中共是

中國無產階級的唯一政黨，相對決定了黨對軍隊絕對領導制度的

科學性與正確性。 

「軍隊非政治化」主張軍隊不介入政治，不介入各黨派的權

力之爭。中共則強調離開政治的「純粹軍隊」是絕對不存在的，

無產階級軍隊公開申明自己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服務，是符合黨

和人民交給的政治任務的需求的。 

「軍隊國家化」主張軍隊只接受國家的領導，不能在國家領

導之外，另有所謂政黨領導，而代表國家領導的是依法治軍。中

共強調黨領導軍隊與國家領導軍隊是一致的，這種統一性不能割

裂。而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及為無產階級專

政服務的人民軍隊，三者的階級屬性是一致的，自然形成黨領導

軍隊的本源性和基礎性。 



根據中共批判之「非黨化」、「非政治化」及「國家化」（以

下簡稱「非黨化」），歸納其產生的背景如下：（中共研究雜誌社，

2002：4-272） 

（一）西方「敵對勢力」唆使。在學習借鑑外軍經驗中，中

共譴責西方敵對勢力千方百計通過各種途徑竭力兜售

「非黨化」反動觀點、企圖削弱、擺脫黨對軍隊的領

導，從而達到「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 

（二）「紅」、「專」矛盾惡化。中共提出「科技強軍」、「質

量建軍」方針之後，在「專」的強力需求下，引進和

重用高科技軍事人才蔚為風尚，以求取「打得贏」，導

致共軍思想政治工作弱化，軍隊政治素質在「紅」的

標準，每下愈況，一九九九年七月，共軍在「全軍政

治工作會議」中特別提出「不變質」口號，以保證軍

隊本質不變。 

（三）「泛政治化」論點出籠。「六四」之後，大陸內部即有

軍隊不介入政爭，在動亂中應保持中立的輿論，曾遭

中共強力批鬥。一九九九年夏，中共鎮壓「法輪功」

信眾，軍隊異議之聲再起。遲浩田即為此要求「從根

本上防止『法輪功』邪教組織對軍隊的影響和滲透，

保證軍隊政治上的純潔和鞏固」，強調要從政權鞏固、

確保軍隊「不變質」的政治高度深刻認識同「法輪功」

的鬥爭。 

（四）取消「軍辦企業」反彈。中共「十五大」通過「國企」

改革方案，禁止軍隊經商辦企業。普遍引起「既得利

益者」強烈反彈。中共指稱在新形勢下堅持黨對軍隊

的絕對領導面臨的一個時代性課題，就是擁護支持改

革，要求軍隊必須正確對待改革中利益關係調整和軍

隊地位的變化，堅決抵制市場經濟帶來的消極影響，

抵禦各種腐朽思想文化和不良思想觀念對官兵理想信

念及政治意識、紀律意識的衝擊。 

（五）「依法治軍」的負面效應。在中共「十五大」提出「依



法治國」後，江澤民也提出「依法治軍」，惟事實上是

「黨大於國」、「黨大於法」，論者主張「依法治軍」就

是用法律代替共黨治理、領導軍隊。中共辯稱「依法

治軍是黨領導軍隊的手段和途徑，堅持黨對軍隊的絕

對領導是依法治軍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目的」，使「黨指

揮槍」的原則在法制保障下得到更好的堅持和貫徹。 

中共在二○○一年「兩會」召開之後，持續以學習專欄方式，

結合「三個代表」理論，以強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的

軍魂意識為重點的理想信念教育在共軍全面開展，顯示在軍隊屬

性及軍權領導等有關領域爆發攘奪。而「軍隊非黨化」等言論，

一但使得「黨指揮槍」的合法性喪失正當性，則作為黨對軍隊絕

對領導的根本制度─「黨委制度」，勢將隨之動搖，對未來軍權

移轉乃至軍隊穩定均形成極大程度的影響，值得密切注意。 

另一方面，隨著幹部隊伍「四化」方針的實施和兵役法、軍

官及士兵服役條例等一系列法規的實施，部隊官兵的成分和結構

亦隨著發生重大變化。鄧小平曾於一九七九年，針對部隊兵員成

分的轉變指出：「五年以後，五十歲以下的人，打過仗的就很少

。所以，我們這些老同志，要認真選好接班人，抓緊搞好傳幫帶

。」（中共研究雜誌社，2002：4-260）而隨著共軍進行多次的精

簡整編，這種新老更替的情況更加明顯。從整體上看，新一代部

隊成員具有許多優勢，不僅思想活躍，視野開闊，創新意識強，

而且比較容易衝破傳統觀念的束縛，然而，卻缺乏戰爭年代艱苦

環境的磨練和考驗，以致造成「政治鬥爭」觀念和抵制腐朽思想

文化侵蝕意識不強；更為重要的是，不少基層官兵，由於沒有受

到系統的理想信念教育，分辨是非的能力比較薄弱，容易吸收和

接受一些外來的社會思潮和現象。中共認為這也是容易成為國內

外敵對勢力推行和平演變戰略的目標。（中共研究雜誌社，2002

：4-260）為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持續蔓延，中共在官兵

入伍前，施以嚴格之成份調查與思想篩檢；入伍後，復施以綿密

思想教育，灌輸共黨理論，號召共軍官兵做一個「聽黨話」的螺

絲釘，以保證共軍在政治上永遠合格。但「軍隊必須服從和支持



黨的絕對領導，並保證槍桿子服從黨的命令」之類的共黨八股，

早在「六四事件」中即因部份官兵民主意識的覺醒，就曾產生黨

指揮不靈，軍令不行的現象。（任慧文，1997：324）隨著中共改

革開放的深化與軍事現代化的推動，官兵和民間社會互動機會增

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共顯然無法持續採取原有僵化思想灌

輸的作法，有效地說服官兵對於現行箝制手段的反感，遏止意識

型態的漸次變質。凡此種種均使得中共堅持「黨委制度」的運作

模式面臨空前的挑戰，並最終對中共的黨軍關係發生影響。 

貳、革命化與現代化的消長 

中共「黨軍」的性質殊異於西方國家軍隊，使得軍隊是一個

政治組織，而不完全是軍事組織。（俞雨霖，1993：135）因此，

共軍不只注重軍事現代化的專業工作，同時也關注黨的政策方向

發展。中共視「革命化」與「現代化」是相互配合、相依相成的。

亦即認為，二者既有「對立」的一面，也有「統一」的一面，「革

命化」或黨的領導，保證了現代化或正規化的成功。因此，在解

釋「革命化」與「現代化」兩者之間的關係時，決不會忘記把所

謂優良傳統和新情況相結合起來，以發揮它對現代化和正規化建

設的巨大促進作用。但在實際運用上二者是否發生衝突？以下就

「革命化」與「現代化」之關係加以說明。 

一、「革命化」與「現代化」之調適 

現代化（modernization） 一詞的意涵，在西方社會科學裡

顯得非常曖昧而含湖不清。陳秉璋、陳信木（民 77：3-4）引述

歐可尼兒(James O'Connell) 的定義：「現代化即為傳統社會邁

向具科技、理性和世俗態度以及高度專業化社會結構的轉化過

程」，這是指社會現代化而言。事實上，中共的「國防現代化」

亦可由此概念而衍生出來。按中共的解釋，就是「利用現代科學

技術全面改造軍隊的過程」。（郭壽航，1989：86-87）質言之，

就是提昇武器裝備技術水準。中共軍隊的「革命化」建設涵意，

可從兩方面來看。一是「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共軍的「黨委



制度」，就是不斷用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

論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用共產黨的路線、方針、政策教育

軍隊，保證共軍政治上永遠合格。二是指「精神素質的訓練」。

根據中共的認知，革命化不單純只是政治思想建設，它還包含「精

神素質訓練」。僅以這一點而言，它應與「現代化」是相互調處

的關係，因為任何現代化國家的軍隊都十分注重精神戰力的培

養。鄧小平曾說：「革命精神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精神就沒

有革命行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利益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

講犧牲精神，不講物質利益，那就是唯心論。」（中共中央文獻

編輯委員會，1983：12）江澤民在論關於二十年中共軍隊建設的

歷史經驗也曾指出：「我軍是黨絕對領導下執行革命政治任務的

武裝團體。我軍的性質不同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我軍的

現代化也不同於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現代化。必須把革命化建設

放在第一位，這決定著我軍現代化的性質和方向，同時為實現我

軍現代化提供強大的精神動力。」（解放軍報，1999，8/1：1）

所以中共稱聲「革命化是我軍的一大優勢。其根本目的是充分發

揮指戰員的覺悟、士氣、勇敢和紀律等精神力量在戰爭中的作

用」。（王成業等編，1990：293） 

二、「革命化」與「現代化」之互競 

理論上，共軍「革命化、政治化」與「現代化、正規化」應

是相行不悖的發展方向。然就國家的角度而言，軍人的根本職能

是作戰，故以軍事專業知識和技能最重要。如從黨的角度來看，

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指揮，所以軍人以政治忠誠為第一位。因

此，長期以來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動，共軍革命化與現代化的爭議

一直難以平息，而表現在意識形態和決策上，左右搖擺不定，往

往使得基層幹部無所適從，甚至動輒得咎。 

一九八九年，受「六四事件」的影響，中共對共軍加強思想

控制。在同年十一月舉行的中共「十三大五中全會」上，鄧小平

在告別黨中央軍委會的演說中，要求共軍堅持「革命化、現代化

及正規化」，這三大目標次序的反轉
1
，正凸顯了中共對「革命化」

                                                 
1 在此之前，鄧小平的說法是，新時期我軍建設的總目標是，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

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的重視。江澤民掌權期間均延續此一說法，一九九七年七月底，

江澤民在慶祝共軍「建軍」七十週年大會中強調：「全軍同志一

定要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良、紀律嚴明、保障有

力』的總要求，努力開創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新

局面」。（中國國民黨大陸研究工作會，民 87：9）江澤民在論關

於二十年中共軍隊建設的歷史經驗雖然指出：「我軍建設必須堅

持以現代化為中心，軍隊的全部工作都要圍繞現代化來展開。」

（解放軍報，1999，8/1：1）但也依舊提及要按「五句話」的總

要求，「加強軍隊的全面建設，使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的目標貫徹到軍隊各項工作中去。」（解放軍報，1999，8/1：1）

二○○二年十一月，江澤民在中共黨的「十六大」報告中仍提出

繼續加強「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說法。（解

放軍報，2002，11/18：1） 

中共雖然強調，軍隊的一切工作要以提高戰鬥力為標準。但

是「六四事件」後中共提出，為了保證軍隊在政治上永遠合格，

必須認真貫徹黨管幹部的原則，於是產生了工作上以戰鬥力為標

準與幹部任用上以政治合格為標準的矛盾。例如北京軍事學術月

刊所報導的文章指出，當前司令部工作中，參謀人員素質是一項

突出問題，司令部在選才用人上缺乏主動權，適用的人調不進，

德才一般、不懂業務的人卻被塞進來，不少的人是由政工、後勤

等改行的，嚴重影響司令部工作效能的發揮。工作上要求戰鬥力

標準，而在選人用才上又用另一種標準，提拔重用一些對戰鬥力

貢獻不大的人。（李廣生，1999：7）中共雖然一再強調以「德才

兼備」做為選拔幹部標準，但是卻把「德」強調為以「政治覺悟」

為主。尤其是對於考核選拔軍事幹部，任何時候都要把政治條件

放在第一位，
2
既要看幹部的工作能力、文化水平，更要看幹部

的政治信念、政治態度、政治立場和政治表現。當然，這是從中

共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要求提出來的，其目的在保證槍桿子牢牢

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中。（閻世奎，1993：187-188） 

在所謂「革命化」建軍方針指導之下，中共軍隊過份重視「黨
                                                 
2 一九九四年十二月十八日，江澤民（ 2001a： 153）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

就曾指出：「看幹部，要看政治立場、政治品質，第一位的是政治合格。」  



委制度」的傾向，固然對堅持和鞏固所謂「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

原則有所裨助，但是另一方面卻對軍隊的戰鬥力，造成了無比的

戕害，這種情況也是若干中共軍隊領導幹部所不樂意見到的。而

且革命化若以此強調，將無法與「現代化」產生交集點。講革命

化就要把軍隊置於黨的絕對領導之下，把槍桿子掌握在真正的馬

克思列寧主義者手裡，把逐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理想作為革命的

目標；講現代化則要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把槍桿子掌握在

有知識、有才能、有道德、有軍事素養的人手裡，把保國衛民作

為軍隊的目標。這兩者之間，是軍隊性質的根本區別，也是革命

化與現代化的矛盾所在。顯然地，中共在理論及目標上雖將革命

化與現代化辯證地加以統一，但落實到實際的軍隊建設上，二者

間的矛盾就會經常浮現。 

根據中共的制度設計，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一切事務上均處於

領導地位，包括領導「全國武裝力量」。認為黨對軍隊的絕對領

導，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重要條件，也是其「黨委

制度」建設的基本原則。波灣戰爭後，共軍體認到「科技強軍」

的重要性。在共軍力行軍事現代化的衝擊下，其政治工作地位大

幅滑落，已從以往「領導」的地位轉為「保證」與「服務」的角

色，政工幹部的使命感和責任心亦隨之日趨淡漠，監軍的功能逐

漸式微。再者，受到「六四事件」和「蘇東波」政治民主化思潮

的濡染，「黨軍」性質逐漸為共軍官兵所質疑、排斥，進而挑戰

共產黨對軍隊控制的正當性。（鮑明倫，1997：4）儘管中共靠「科

技強軍」來打贏未來的局部戰爭，似乎比靠政治工作來的更實

際，問題在於它可能容忍並鼓勵了一種隱含對革命化軍隊理想持

冷漠態度的軍隊團體倫理。（洪陸訓，民 83：23-24）質言之，「紅

中求專」、「專中有紅」才是中共根本的要求。然而，共軍領導人

在克服二者間的矛盾上，仍面臨著嚴峻的考驗，並將持續衝擊著

軍隊的建設與發展。 

參、黨委會集體一元領導的迷失 



在制度規範上，共軍的領導體制是黨委會集體一元領導，由

軍政首長分工負責執行。為保證部隊能夠順利執行軍事任務，共

軍黨委會集體一元領導的制度設計的確希望能統一由於政治委

員制度在軍隊內造成的雙重指揮體制，為軍事人員與政治人員創

造相互討論問題的機會，使他們能對軍中各種問題獲得全面的瞭

解。也就是說，希望黨委會為軍隊內兩個指揮系統的幹部提供統

一思想、統一行動的場所，為順利地完成軍事和其他任務奠定基

礎。而順利完成軍事任務則是保證黨對軍隊領導的基本前提，道

理很簡單，如果中共在軍隊內設立的制度只能確保黨對軍隊的指

揮與控制，而不能保證順利完成軍事任務，那麼中共對軍隊的領

導與控制是無法長期存在的，軍隊也不會長期馴服地作黨的工

具。正是基於這些重要的功能，所以中共才會認為：「黨委統一

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是黨對軍隊領導的根本制度。」 

然而，在實際運作上，由於黨委會有關軍政決議，交由軍政

首長分工執行，形成軍政二元領導的特點。中共黨務工作全書（張

蔚萍，2001：1275）即坦承：「我軍在行政領導上是實行雙首長

制」。中共的政治委員制度源自於蘇聯紅軍，因此它承襲了蘇聯

紅軍政委同樣的功能，即監督軍事指揮官，確保指揮官對黨的忠

誠，進行政治思想教育，維持軍隊士氣，協助指揮官指揮與決策

等。（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民 81a：101；俞雨霖，1993：138）

更重要的是，軍隊的人事是均由總政治部和各級政治部的「幹部

部」管理，用以保證軍隊各級的領導權由忠於馬克斯主義的人來

掌握。（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民 81b：33）也就是說政治委員

掌握著軍人的升遷的大權。由於政治委員在軍隊內所承擔的這些

廣泛功能，政治委員系統事實上在軍隊內造成了一種與軍事指揮

系統平行的政治系統，形成了司令員管軍事、政委管政治的雙重

指揮體制。這種雙重指揮體制的自然結果是分割了軍隊的統一指

揮權並制約了軍事指揮官的政治活動空間，使得軍人無法擁兵自

重或利用軍權向黨的權威挑戰。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雙重指揮

體制事實上只是把軍事指揮員限制在純軍事領域，政治委員則由

於其工作範圍跨及政治和軍事兩個方面，再加上所具有的人事



權，因而無形中成為共軍各級單位的實際掌權者，軍事指揮員僅

具有「軍事專家的工具作用」，這是中共一再強調「黨委制」的

根本原因。基於政治委員所擁有的權力和軍事政治雙重指揮體

制，軍人除了乖乖聽命於黨的指揮，作黨的馴服工具外，很難能

有別的選擇。其次，軍政首長雙方為執行決議，貫徹命令，各有

其參謀組織、作業規定與要求，因而形成時生摩擦的二元領導，

特別是為應付緊急情況，軍事領導幹部即可先行處理，以掌握軍

機，此亦為蘇聯紅軍每次對外作戰時，特別強調軍事指揮官的「一

長制」領導，而相對削弱政委地位的原因。（洪陸訓，民 81：35-37） 

軍隊指揮權的統一是「軍隊一元化」，亦即一元領導的真意，

任何軍隊欲期發揮統合戰力，並作有效之運用，胥賴指揮之統

一。因此，一般國家的軍事制度，無不承認指揮官與軍官團為軍

隊團結之核心。故談及建軍，則必先鞏固指揮官的權威建立優良

的參謀系統，從而樹立該國家軍隊的優良傳統。國軍軍制學（三

軍大學編，民 80：4、9）即明確指出：「戰爭之遂行與獲勝，有

賴於健全之軍事組織，在指揮官統一指揮及各參謀組織密切合作

下，方能發揮統合戰力，達成共同任務。」此一基本原則，具體

表現在一元領導和軍政一體。反觀中共軍制的一元領導是黨委會

集體領導的一元領導，是屬於委員制的性質，（張蔚萍，2001：

1275）委員制是一種集體負責制，集體負責的最大弊端是集體推

諉或無人負責。其次，共軍在行政領導上是實行雙首長制，是屬

於首長制的性質，首長制是一種個人負責制，共軍由於同一單位

有軍政雙首長，經過長期實踐的結果，軍隊政治委員所領導下的

黨團與政工組織，與軍事指揮官分庭抗禮，實際上這是「二元化」

的領導，對於部隊的管理、訓練、作戰等，權責上的混淆，執行

上的困擾，乃是無可避免的事實。影響最大的，還是軍事指揮官

戰時對作戰的指揮。雖然共軍規定軍事首長對作戰的指揮有決定

權，但同時又規定政治首長有過問權，也就是說，政委對作戰的

指揮有牽制阻撓的作用，在此種情況下，軍事指揮官當然不敢放

手大膽的去進行指揮。共軍在叛亂時期，人的「政治覺悟」、「不

怕死」的精神，為打贏「人海戰術」的主要因素，所以政委參與



作戰指揮，自亦有其必要。然而打「人海戰術」的時代已經過去

了，具有強烈毀滅性、精準性的現代化武器，單憑啟發人的「政

治覺悟」，徒然會造成更大的傷亡。共軍在韓戰中與聯軍的傷亡

比例為十與一之比，共軍遭受了一百六十餘萬人的慘重傷亡，最

後不得不尋求和談，就是顯著的例證。（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

民 52：97）所以武器越進步，作戰指揮更成為一種錯綜複雜千

變萬化的藝術，軍事指揮官必須有高度的判斷力，絕對的指揮

權，才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景況。因此，我們可以判定戰爭越

進入現代化，則共軍的二元化領導便越要破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