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研究結果與發現  

綜合本文各章對江澤民時期共軍「黨委制度」問題的研析，

可獲得以下的發現。這些發現，回應了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並

顯示其現實意義，和有助於爾後探索中共黨與軍的關係及中共以

黨領軍的未來發展與變化。以下即針對本文緒論中提出的假設，

和本文研究的心得，提出下列銓釋性的理解：  

一、共軍「黨委制度」之形成與發展來自中共革命的實踐。 

共軍黨委領導制度的建立與成型，經歷萌芽、建立、中斷、

恢復和發展的歷史過程。按照中共的說法，共軍黨委制是中共黨

在革命鬥爭實戰中，經過反覆探索後確立起來的富有中國特色的

黨領導軍隊的根本制度。經過本文的探討，驗證了中共的這個說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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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軍初期，官兵主要來自農民，出自農村，官兵絕大多

數文化程度甚低，且未受到正規軍事教育和訓練，他們對共黨既

談不上「忠貞」，對共產主義更無信仰認識，它和前蘇聯初期建

軍類似，所以其建立「黨委制度」之目的也和前蘇聯一樣。是為

了監視軍隊的不穩，進而貫徹其在軍隊中政策的實現。無可否認

的，中共自武裝叛亂以來，經過長期的戰鬥，和國軍多次的圍剿

，乃至參加過對外的國際性戰爭。雖然遭受不少的打擊和挫折，

但基本勢力並未消滅，或一時被消滅，不久又死灰復燃，乃至坐

大。這種組織和戰鬥的韌性，不能不歸功於其「黨委制度」所發

揮的核心領導，和控制部隊的作用。因此，中共自建軍以來，即

無時無刻不強調軍隊中各級黨委是各該部隊統一領導的核心，這

種組織結構層面的領導體制，在中共建立政權前已基本完成制度

化。建立政權後，不論是毛、鄧或江澤民當權，為了保證黨對軍

的絕對領導，他們一再要求共軍充分發揮黨委的核心領導作用，

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了這個制度。  

二、以黨領軍是中共的建軍原則，而共軍「黨委制度」是中

共以黨領軍的核心機制。  

中共是先有黨的組織，再有武裝部隊，然後建立政權；中共

用黨的力量創建了軍隊，再以軍隊的力量保障了黨的存在和發

展，並依軍隊的力量建立了政權。正因如此，為了要保持黨權和

政權，就必須確切掌握軍權，所以中共在建軍之初，即確定了「以

黨領軍」的原則。而為了貫徹執行此一建軍原則，中共在共軍中

建立了「黨委制度」，並自詡它是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最佳組織

制度和組織形式，也是實現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根本途徑。  

經過本文的研究發現，共軍的黨委領導制度，反映了共軍最

本質的政治特徵，規定了共軍內部根本性的領導關係和黨在軍隊

中的領導方式，在中共黨領導軍隊的一系列制度中起支配和決定

作用。在這個制度之下，中共軍隊的「政治委員」和「指揮員」，

既是黨委集體領導的核心，又是部隊的政治與軍事首長。他們在

黨的統一領導之下，對部隊工作實施分工負責，政治工作由政治

委員負責貫徹，軍事工作則由軍事指揮員負責組織執行。表現於



事實的，是軍隊中的一切重大問題，舉凡上級的重要指示、命令、

軍事、政治、後勤等工作的規劃、安排、幹部調配等，除了在緊

急情況下，部隊首長可以按照自己的職權機斷處置以外，都要由

政委（書記）主持召開「黨委會」，作出決定，然後交給部隊軍

政首長負責執行。中共此種建軍路線，姑且不論其是否具有長期

性與決定性的效果，但是，其貫徹執行的結果，至少已獲致保證

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政策的貫徹、權力象徵及監督的功能，確

是共軍此一制度的一大優點。 

三、江澤民對共軍的影響，不等於江澤民時期共軍「黨委制

度」已轉變。 

江澤民對共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他的治軍理念。江澤民治

軍理念的內涵有以下五個要點：（一）維護中央權威；（二）治軍

「五句話」總要求；（三）嚴格「依法治軍」；（四）加強「科技

強軍」；（五）厲行「三個代表」。從本文第四章節的探討發現，

江澤民治軍理念展現了他掌握軍權的意圖，並影響了軍隊的「黨

委制度」。然而，就歷史發展的研究法內涵而言，共軍「黨委制

度」過去與現在的臍帶關係是無法割裂的。在中共奪權成功的發

展歷程中，黨對軍隊領導體制的建立，決定了它政權建立後軍隊

「黨委制度」的基本型態。況且江澤民畢竟不是鄧小平，也沒有

毛澤東的威望，江澤民與軍隊素無淵源，接班前又無顯赫政治地

位。在主觀條件不足，客觀環境不利之情勢下，為了建立個人在

軍中的影響力量，貫徹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繼承與發揚軍中既

有的黨委領導制度，就成了江澤民掌握和鞏固軍權的最佳選項

了。 

其次，從本文第五章節的探討結果顯示，江澤民依然強調黨

委的統一領導、黨委的集體領導及首長分工負責；依然著眼於落

實在加強各級黨委領導班子建設、嚴格貫徹執行民主集中制及充

分發揮基層黨支部的戰鬥堡壘作用等方面。這也表明，江澤民時

期共軍「黨委制度」的組織、職掌與運作方式並未跳脫傳統的格

局，仍舊是以黨在軍中的政治控制組織的面貌出現。所謂「繼承

與發揚」基本上也只是在中共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過程中，配合情勢演變與現實發展需要，對傳統的共軍「黨委

制度」不斷「與時俱進」而已。然而，當前共軍一般幹部都認為

中共所談的「優良傳統」，已經過時了、不優良了、不重用了。

而中共基於政策需要，卻必須強調「優良傳統」是軍隊的「傳家

寶」、是「丟不得的」。雙方各走極端，所謂「繼承與發揚」自然

也難發生什麼實質效用。因此，總的來看，江澤民只在加強「黨

的領導」和改善「黨的領導」上用功力，而不檢討這項「根本原

則」的利弊。到頭來，所謂「加強和改善軍隊『黨委制度』」，其

成效必然要面臨嚴峻的考驗。 

四、共軍的「黨委制度」已取得不容忽視的成效。然而，就

長期而言，「黨委制度」既是共軍未來發展的助力亦是其阻力。 

從本文第六章節的探討得知，共軍「黨委制度」在面臨各種

挑戰與衝擊後，仍然能維持迄今，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一）

中共強調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傳統；（二）共軍堅持「革命化」

的建軍方針；（三）共軍實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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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發揮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及政策的貫徹等功能。

然而，就長期而言，共軍未來的發展如果仍然依恃黨委的領導制

度，則將面臨以下的難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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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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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軍內部「軍隊非

黨化」、「軍隊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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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革命化與現代化的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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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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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領導人在克服二者間的矛盾上，仍面臨著嚴峻的考

驗，並將持續衝擊著共軍未來的建設與發展。  

（三）黨委會集體一元領導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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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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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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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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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來高科技的戰

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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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共軍隊「國家化」的評估 

中共認為：「中國共產黨隊對我軍實施絕對領導，並不排斥

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我軍的領導。．．．因此，

貫徹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與接受國家對軍隊的領導，從根本上

來說是一致的、統一的。就我國的組織體制而言，作為武裝力量

的最高領導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既是黨的又是國家的同一實體

機構，更說明了這一點。」（賀俊達，2001：101）中共此一辯證

觀點，事實上就是為其「以黨領軍」找藉口，同時也說明了中共

黨國不分的本質。中共並指出：「資產階級自由份子鼓吹的『軍

隊非黨化』是騙人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軍隊在實質上、

總體上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政黨領導的，因為不管哪個政黨或哪

個政黨聯合上台執政，都改變不了它們是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

因而在國家的背後都是資產階級政黨領導和指揮軍隊，實行資產

階級專政。同時，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軍隊在政治上從來也不是中

立的，只要違背和損害了資產階級的根本利益，不管來自何方，

軍隊就一定要介入。」（趙叢，1998：203）上述似是而非的說詞，

主要係中共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是維護「資產階級」利益，

藉以證明共軍維護「無資產階級」利益的必要性，亦反映出共軍



實質上，就是維護共產黨利益的工具。江澤民就曾強調指出：「敵

對勢力對我軍進行思想滲透，一個很重要的手法就是全力鼓吹

『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妄圖使我軍脫離

黨的領導，改變我軍性質。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毫不動搖地堅

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保持槍桿子永遠聽黨指揮，這是確保人

民軍隊的性質，確保我們黨執政地位的鞏固，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的根本政治問題。」（江澤民，2002：448-449） 

中共「十六大」後，軍隊各級幹部配合宣導「十六大」精神

時機，大力宣揚「堅持黨的領導」及「三個代表」。尤其，二○

○三年重新修訂頒布的《政工條例》，共軍認為是深入貫徹「三

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十六大」精神的重大舉措。共軍指出：「重

新修訂頒布《政工條例》，以法規的形式確立『三個代表』重要

思想的指導地位，把這一重要思想轉化為具體的政策規定，充分

體現了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政治工作的黨性要求和時代特徵，反映

了全軍部隊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堅定態度和決心，

對於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確保部隊建設的正確方向，具有

重要的政治意義。」（解放軍報，2003，12/26：1）因此，雖然

中共高層一再聲稱要「依法治軍」，但事實上，在法制上仍然無

法擺脫共產黨的控制。
1
這也表明，中共軍隊一直都是「黨化」

而非「國家化」。 

中共軍隊「黨化」的屬性其來有自，國內學者洪陸訓就指出，

共黨國家的黨國體制是以黨領政、以黨領軍的文人統治設計，黨

的霸權地位凌駕於國家、社會、政治、憲法、政府和軍隊之上。

文人統治概念上的「文人」，就是以黨為主體代表的統治機構，

文人對軍隊的統治即黨對軍隊的統治或黨對軍隊的「絕對領

導」。在這種黨權至上，黨地位與權力自然具有正當性的邏輯下，

自然演變黨國一體，進而衍生出黨軍一體的黨軍關係。（洪陸訓，

民 91：7）按西方民主國家的制度運作，一個專業性的軍隊在政

治上是中立的，而且必須服從於文官系統控制，軍隊介入政治領

域視為會嚴重衝擊民主制度的運作。亦即，軍隊的專業性被要求

                                                 
1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的章程、中共憲法及國防法等，亦均明訂軍隊必須置於共產

黨的絕對領導之下，或者軍人必須接受共產黨的規範，以及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

全軍各項建設的首位，藉以確保中國共產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牢牢掌握軍隊。

（詳如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及第四章第三節）  



通過效忠國家、為國服務的過程體現出來。西方當代這種軍文關

係，與中共漫長的黨史所發展出來的軍文關係，基本上有著相當

大的差距。（李英明，民 90：140-141）然而，早在鄧小平掌握

軍權時期，為使共軍實現軍事現代化，已開始逐步走上軍隊專業

化的道路。（Ellis Joffe,1997：38-39）一九九○年代以後，中

共黨軍的關係，已逐漸朝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軍隊的專業主義

促使他們對於與他們利益相左的黨政策產生質疑，甚至有抗拒的

情形發生。（David Shambaugh,1996：272）因此，縱使「以黨領

軍」仍為中共所重視與強調，但基於軍事現代化已為不可避免的

趨勢，可以預期的是，共軍內部對於這種政治控制的抵制，對中

共當局所產生的壓力將與日俱增。 

綜合上述可知，中國共產黨一直把軍隊置於黨的絕對領導之

下，並全力防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之聲浪和堅決反對「軍

隊國家化」，進而確保槍桿子永遠聽黨的指揮。中共要實現「軍

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自然有其困難度。然

而，隨著武裝力量的現代化和專業化，共軍本身將成為一個更加

專業分工與更加注重其專業使命的組織，進而與中共「黨」產生

一種功能性的分離。尤其，中共在「十六大」黨章修訂部分，開

放了資本家入黨，將來是否會改變中共本質，目前尚不可得知，

但其影響力是可以期待的。
2
 中共「十六大」此一決策，誠如學

者丁樹範（民 85：137-138）所言，將模糊共產黨的階級基礎，

假如中共喪失了階級基礎，就如同失去了黨的存在價值與正當

性，同時黨與軍隊關係的主軸亦將混淆不清，因此中共黨與軍隊

關係勢必面臨嚴峻的挑戰。未來共軍是否也會受到此一政策影

響，逐漸走上「軍隊國家化」，是值得關注的。 

                                                 
2中共「十六大」除把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代表

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的根本利益）寫入黨章外，並修改黨章，

允許資本家入黨。為此中共「十六大」秘書處曾就允許資本家入黨提出說明，指出：

「黨章第一章第一條對關於申請入黨對象的規定做了適當修改：『年滿十八歲的中國

工人、農民、軍人、知識份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領和章程，願

意參加黨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積極工作、執行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

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有利於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從而提高我們

黨在全社會聚力和影響力。」（ h t tp：
www.p lada i ly. com.cn /gb /p lada i ly /2002 /11 /19 /20021119001023_TodayNews .h tml）  



貳、評估與展望  

研究中共領導人對軍隊領導制度影響的議題，第一手資料使

用的多寡，每每關係著研究的品質，例如研究毛、鄧時期的議題

者，有「毛選集」、「鄧文選」等中共出版之書籍史料可供研考；

而江澤民的言論，至今中共官方僅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論黨的

建設》一書
3
，該書顧名思義內容偏向中共黨的建設之議題，有

關軍隊建設尤其是「黨委制度」的資料仍欠缺，實為一大遺憾。

另外，限於能力及時間，引用西方資料亦不足。然而，即便如此，

作為一個研究生的起點，精誠所致、金石為開，日後當盡力克服

是項缺失。 

其次，在黨委領導制度的沿革史中，筆者發現許多中共論著

中，本身就有所差異，國內研究者也就更免不了有所出入。如共

軍中最早的黨領導機關，在二○○一年出版的中共黨務工作全書

記載：一九二七年，中共黨中央決定發動南昌暴動，為了加強黨

對這次暴動的領導，就成立了以周恩來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

會，作為暴動軍黨的最高領導機關。（張蔚萍， 2001： 1239）中

共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

作學》則記述：一九二七年南昌暴動後，毛澤東領導秋收暴動部

隊進行「三灣改編」時，以毛澤東擔任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是部隊

中最早的黨領導機關。（常永富，1998：38）又如關於黨委組織、

職掌與運作等規定，在一九九五年五月中共中央頒布的《中國人

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均有完整且明確規範，該條例是根據

《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然而，《中國共產黨章程》已分別於

一九九七年九月「十五大」、二○○二年十一月「十六大」修改

通過並公佈，該條例雖亦於二○○三年十二月十四日修頒（詳如

本文緒論），唯迄截稿仍無法取得新修訂版本的完整資料。凡此

現象每每造成研究過程資料彙整與查證的困難。  

另外，除了本文研究的變項之外，像是黨委成員的學、經歷，
                                                 
3 該書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收入江澤民自一九八九年十二月至二○○一年九月間關於

黨的建設的重要文稿五十四篇。本文在第五章探討江澤民對共軍「黨委制度」的繼承

與發揚中亦多處引用。  



可以作為「黨委制度」領導素質的研究，卻限於資料取得困難，

而不得不暫時擱置；又如各級黨委成員的年（黨）齡，也可以作

為軍、政首長互動關係的分析，用於觀察年（黨）齡（輩份）是

否成為黨委會權力運作的決定因素，礙於時間與年（黨）齡資料

不齊全，也不得不予以放棄。另亦因受限於時間和資料的欠缺，

本研究僅能就文內所列議題，做出微薄的貢獻。  
因此，本文期望於未來有類似研究的發展；或是對某一層級

的黨委組織、運作與功能，有更詳盡的背景資料來源，從事進一

步的研究。同時，更期待後續研究者對本文提出批評與修正，期

使對中共軍事之研究，能有更充實與豐富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