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織結構」（organization structure）可以廣義地被稱

為「組織」，或狹義地被指作「組織的基本結構」。基本上，它都

說明了一個組織的基本組成形式，是由那些人員和機構所組成。

而組織在它設計時，便已依照認為是最理想的構思，來規定人員

與機構間的關係，故兼具有合理性和穩定性的本質，一旦組織設

立之後，便被認為是能夠協助組織達到理想的目標（張棨銓，民

79：3）。因此，可以從組織結構的研究，一探組織的功能。 

中共為了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在共軍中建立了與部隊

編制體制相對應的黨委組織體系。（如附表 3-1）本章的內容，

即從共軍現行的黨委組織中，探討共軍「黨委制度」的組織結構、

運作方式與功能。 

 

第
三
章 

共軍「黨委制度」的組織、

運作與功能 



第一節  組織結構與職權 

中共軍隊「黨委制度」的組織結構與職權，是依據《中國共

產黨黨章》，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以下簡稱《政

工條例》）所規定的，
1
茲分述如下： 

壹、組織結構 

按照共軍《政工條例》第四章─「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組

織」（如附錄）的規定，黨委組織的設置、產生和組成，依照黨

委的性質和職權而有所不同。 

一、共軍中各級黨委組織的設置 

共軍中黨委組織的設置可分為四種類型： 

第一種是，團以上部隊和相當於團以上部隊的單位設立的委

員會，一般稱為團以上部隊黨委。它是各該單位統一領導和團結

的核心，實行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 

第二種是，團級以上單位的司令部、政治部（處）、後勤（部）

處、裝備技術（部）處設立的黨委會、黨的直屬委員會和總支部

委員會，稱為機關（部門）黨委和直屬黨委。各級機關（部門）

黨的委員會在同級部隊黨的委員會的領導下，對直屬單位實行統

一領導。各級機關（部門）黨的直屬委員會在黨的機關（部門）

委員會領導下，對直屬單位實行統一領導，負責機關（部門）黨

的工作。 

第三種是，營和相當於營的單位設立的基層委員會，統稱為

基層黨委。它是各該單位統一領導和團結的核心。 

                                                 
1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章第二十三條明白指出：「軍隊中黨的組織體制和機構，由中央軍

事委員會作出規定。」（ http : / /c l ient .can.com.tw/mnd/ccp/org164.php）共軍《政工條例》

係經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於一九九五年五月十日批准頒布。據「新華社」透露，該「條

例」係中共建軍六十多年來「第十部政工條例」，修改後的《政工條例》由原來十一章

改為九章，即：總則、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總政治部、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組織、

政治委員、政治教導員和政治指導員、大軍區級以下單位的政治機關、中國共產主義青

年團在軍隊中的組織、軍人代表會議和軍人委員會及附則等。（引自國立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民 84： 2）  



第四種是，連和相當於連的單位設立的支部，統稱為黨支部

。它又分為三種情況：一是連隊黨支部即黨在連和相當於連的單

位設立的支部。是黨在軍隊中的基層組織，是各該單位統一領導

和團結的核心。連隊黨支部委員會實行支部委員會統一的集體領

導下的連長、政治指導員分工負責制；二是「四室」黨支部。即

黨在軍隊中的教研室、科研室、技術室和醫療科（室）中設立的

支部，是各該單位政治領導和團結的核心；三是機關黨支部和總

支部。即黨在各級機關中設立的支部。它主要負責黨的工作，對

包括行政負責人在內的每個黨員進行監督，協助行政領導完成任

務。 

中共透過在團以上部隊、基層、機關（部門）和院校設立上

述各級黨委組織，使黨與部隊形成了牢固的內在聯繫，構成了一

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基礎上，中共黨中央設立了中央軍委，作

為對全軍實施統一領導的組織機構，軍隊的最高領導權和指揮權

集中於中共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而在中央軍委會中又設立了紀律

檢查委員會，作為全軍黨的紀律檢查機關。這樣，中共黨的組織

體系與軍隊的建制體系上下貫通，縱橫交匯，緊密結合，融為一

體，進而造成了黨的領導與行政領導的內在統一，確保共軍全面

、準確的貫徹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一切行動聽黨中央、中央

軍委的指揮。 

二、黨委會的產生 

共軍《政工條例》根據不同情況，對黨委會的產生方式，作

了四種不同規定： 

其一是，團以上部隊黨的各級委員會，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

選舉產生。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備案；常務委員會和書記、副書

記，由同級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等額選舉產生，報上一級黨的委

員會批准，必要時可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指定。 

其二是，旅以上機關（部門）和直屬單位黨的直屬委員會，

由黨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選舉產生；各機關黨的直屬委員會由黨

代表大會或黨員大會選舉產生，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備案，委員

會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 



其三是，團機關黨的直屬委員會和黨的基層委員會，由黨員

大會選舉產生，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備案，委員會產生的書記、

副書記，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 

其四是，黨的支部委員會，由支部黨員大會差額選舉產生，

委員候選人數比應選委員人數至少多20%。書記、副書記由支部

委員會等額選舉產生。支部委員會委員，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

准；書記、副書記由團級單位黨的委員會批准。  

三、黨委會的構成 

共軍《政工條例》對黨委會的構成，主要有如下方面的規定

： 

第一，黨的各級委員會的名額，分別由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決

定。 

第二，師以上部隊黨委委員必須具有五年以上黨齡，旅、團

部隊黨委委員必須具有三年以上黨齡。 

第三，團以上部隊黨委內均設常務委員會，名額一般為5-11

人。
2
常務委員會在同級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行使委

員會的職權，向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負責，並定期向其報告工作

。 

第四，黨的各級委員會，均設書記、副書記。正式黨員少的

支部，可以建立 3人支部委員會或只設書記、副書記。 

貳、任務與職權 

根據不同的職能區分，共軍中的黨委可分為：團以上部隊黨

委、機關（部門）黨委和直屬黨委、基層黨委及黨支部等四類。

分述如下： 

一、團以上部隊黨委 

按照共軍《政工條例》第四章─「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組

                                                 
2根據黨委人數和工作需要，在一般情況下，常務委員會委員由各該單位軍事指揮員、政

治委員、副軍事指揮員、副政治委員、參謀長、政治部主任及重要幕僚業務主管等人組

成。例如一個軍的常務委員會，其主要成員包括軍長、軍政委、副軍長、副軍政委、軍

參謀長、軍政治部主任等人，這些人都是軍黨委的委員或常委。（金達凱，民 70： 16）   



織」的規定，需要黨委討論和決定的重大問題主要是：（如附錄

） 

（一）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憲法、法律，軍隊的

法規、規章，上級黨委決議和上級首長、領導機關的

命令、指示的貫徹執行。 

（二）部隊的馬克斯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理論的

學習。 

（三）黨組織建設、黨的紀律檢查工作、共青團建社的重大

問題。 

（四）部隊作戰、訓練和建設的方針原則，年度和階段性工

作計畫，完成重大任務的要求和措施。 

（五）領導班子的調整配備，幹部的考核、選拔、培養、任

免、調配、獎懲，軍銜和職級的調整。 

（六）本級黨的代表大會和黨的委員會決議的貫徹執行情況

，向上級的委員會請示報告，向本級黨代表大會的報

告。 

（七）生產經營活動的方針政策和重大經費開支。 

（八）其他必須由黨的委員會討論和決定的問題。 

二、機關（部門）黨委和直屬黨委 

中共軍隊中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是屬於具有黨組性質的

黨委，它既不同於一級部隊黨委，也不同於黨組。它的主要任務

是「討論決定本機關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和自身建設問題，對直屬

單位實行統一領導。」（如附錄）中共黨章把中央和地方國家機

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領導機關

中的黨組織分成兩類：一類是黨組，其任務主要是負責實現黨路

線、方針、政策，討論和決定本部門的重大問題，團結非黨幹部

和群眾，完成黨和國家給的任務，指導機關和直屬單位黨組織工

作。一類是黨組性質的黨委，其產生方法、職權和工作任務，由

中央另行規定。（ http: / /c l ient .can.com.tw/mnd/ccp/org164.php）共軍中

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就是屬於後一種性質的黨委。 

就機關（部門）黨委來說，共軍認為各機關（部門）作為同



級部隊黨委的辦事機關，雖然其黨委有決定本機關工作中的重大

問題之權，但由於機關事務涉及整個部隊的建設，最終的決定權

還在同級部隊黨委手中。因此，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與部隊

性質的黨委還是有明顯差異的。在研究共軍機關（部門）黨委的

性質和職權時，必須要注意其與部隊黨委及黨組的區別，不能把

它們混為一談。（徐德奎，2003：153） 

其次，共軍認為各級機關黨的直屬委員會是軍隊中相當於部

隊性質的黨委。它在黨的機關委員會領導下，對直屬單位實施統

一領導，負責機關黨的工作。也就是說，它只對本機關直屬單位

實施統一領導，對機關只管黨組織建設，不討論決定機關（部門

）工作上的問題。所以它不是完全意義上的部隊黨委，而是具有

部隊性質的黨委，不能與部隊黨委等量齊觀。（徐德奎，2003：

153） 

再其次，共軍認為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與直屬委員會之

間是領導與被領導的關係。從性質上看，前者是黨組性質的黨委

，後者是部隊性質的黨委，它們對下屬單位的黨組織都是領導與

被領導的關係。以職權上看，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的職權之

一是「對直屬單位實行統一領導」，而黨的直屬委員會就是在機

關直屬單位較多的情況下，黨的機關（部門）委員會為加強對直

屬單位的統一領導而設立的，因此，基本上它們之間的領導與被

領導關係是客觀的、也是合理的。（徐德奎，2003：153） 

三、基層黨委 

中共軍隊黨的基層委員會的性質與團以上部隊黨委相同。按

照共軍《政工條例》第四章─「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組織」的

規定，基層委員會在基層黨員大會閉會期間，統一領導本單位的

工作。其主要任務是：（如附錄） 

（一）宣傳和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上級的決議、命

令、指示和本級黨組織的決議、組織和帶領官兵完成

作戰、訓練和其他各項任務。 

（二）組織黨員認真學習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學

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學習黨的基本路



線、黨的基本知識和黨的優良傳統。 

（三）領導黨支部嚴格黨的組織生活，對黨員進行教育、管

理和監督。 

（四）有計劃地做好發展黨員的工作。 

（五）領導所屬單位全面加強基層建設，組織開展群眾性的

爭創先進和學習英雄模範活動。 

（六）教育管理幹部，對幹部的培養、使用提出建議。 

（七）領導本單位的紀律檢查工作。 

（八）領導本單立共青團總支部委員會的工作。 

而按照該條例的規定，需要基層黨委討論和決定的問題主要

有：（如附錄） 

（一）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憲法、法律、軍隊的

法規、規章和上級的決議、命令、指示的貫徹執行。 

（二）完成作戰、訓練和其他重大任務的措施。 

（三）黨員大會和基層委員會決議的貫徹執行情況，向上級

黨的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向上級黨員大會的報告。 

（四）連隊黨支部和基層建設狀況的分析，加強連隊黨支部

和基層建設的重要措施。 

（五）連隊骨幹配備和人員調整與分配。 

（六）審批接收新黨員和預備黨員的轉正。 

（七）職權範圍內的獎懲工作。 

（八）其他必須由基層委員會討論和決定的問題。 

四、黨支部 

中共在軍隊中的連隊和相當於連隊的基層單位建立的支部

，是黨在軍隊中的基層組織，是各該單位統一領導團結的核心。

支部黨員大會和由它所產生的支部委員會，統一領導本單位的工

作。這一規定，明確了黨支部的性質和它在連隊中的地位。為了

保證這一性質和地位，共軍《政工條例》規定連隊黨支部需要完

成以下十項主要任務：（如附錄） 

（一）宣傳和帶領官兵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

憲法、法律，軍隊的法規、規章和上級訓練和其他各



項任務。 

（二）組織黨員認真學習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

小平理論，學習黨的基本路線、黨的基本知識和黨的

由量傳統。 

（三）嚴格黨的組織生活，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組織對黨

員逕行民主評議，表揚優秀黨員，監督黨員履行任務

，保障黨員的權利不受侵犯。 

（四）密切聯繫群眾，經常瞭解群眾對黨員、黨的工作的批

評和意見，維護局種的合法權益；做好經常性的思想

工作，及時發現和糾正連隊中的錯誤思想和不良風氣

；發展尊幹愛兵活動，密切官兵聯繫；指導發展文化

活動，活躍和豐富連隊的文化生活；關心和改善連隊

的物質生活；做好官兵家屬的工作。 

（五）保證軍官正確行使職權，教育和監督軍官遵紀守法，

潔奉公。 

（六）發展勤政愛民活動，密切軍政軍民關係。 

（七）教育黨員和群眾提高警惕，堅持同敵對勢力、敵對份

子的滲透破壞活動作鬥爭，同違法犯罪行為做鬥爭。 

（八）有計畫地做好發展黨員的工作，收繳黨費。 

（九）領導共產主義青年團支部和軍人委員會的工作。 

（十）組織官兵發展爭創先進連隊、爭當優秀士兵的活動，

發展學習英雄模範的活動。 

而按照該條例的規定，黨支部委員會討論和決定的問題是：

（如附錄） 

（一）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憲法、法律，軍隊的

法規、規章和上級的決議、命令、指示的貫徹執行。 

（二）重要工作任務的部署。 

（三）連隊建設的規劃。 

（四）官兵思想狀況的分析和加強思想工作的重要措施。 

（五）骨幹配備，組織調整，人員的調動與分配。 

（六）軍銜的晉升。 



（七）選改專業軍士，推薦優秀士兵入學、提幹和學習專業

技術。 

（八）發展黨員。 

（九）連隊人員的獎勵、處分。 

（十）重要的經費開支與重要物資的使用。 

（十一）共青團支部、軍人委員會的建設。 

（十二）連隊的其他重要問題。 

另外，由於性質與職權上的不同，共軍機關、「四室」黨支

部與連隊黨支部是有明顯區別的。共軍各級機關黨支部和教研室

、科研室、技術室、醫療科（室）黨支部，是黨在這些單位的基

層組織。它們雖然與連隊黨支部同為黨的支部組織，但是由於這

些單位在人員編制和工作性質上與連隊有著很大不同，因而這些

黨支部在性質和職權上與連隊黨支部有著重大差別。（徐德奎，

2003：167-168）中共軍隊在各級機關中設立的支部，是黨在軍

隊機關中的基層組織，在上級黨組織領導下，負責黨的工作，對

包括行政負責人在內的每個黨員進行監督，協助行政領導完成任

務。它不領導機關各項事務工作，而只對機關各項任務的完成起

保證和監督作用，因此，它不是本單位統一領導的核心。（徐德

奎，2003：168）中共軍隊機關黨支部的主要任務可以概括為三

方面：（如附錄）一是做好黨支部的自身建設。即做好黨支部的

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建設，如黨員的教育和發展工作等。二

是監督。即對黨員履行黨員義務，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和

遵紀守法、廉潔奉公的情況，以及思想作風等方面實行監督，並

保障黨員的權利不受侵犯；經常瞭解和反映群眾的意見和要求，

維護群眾合法權益等等。三是保證。即支持行政領導實行職權，

教育黨員和群眾做好本職工作；對機關人員的獎懲提出建議；協

助有關部門改善機關人員的物質文化生活；做好職工、家屬的思

想工作；教育機關人員保守國家和軍隊的秘密，保證機關安全等

等。通過這些工作，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上保證機關各項任

務的完成。 

中共軍隊教研室、科研室、技術室、醫療科（室）黨支部是



黨在軍隊教學、科研、技術和醫療機構中的基層組織，是各該單

位的政治領導和團結的核心。它們既不同於機關黨支部，也不同

於連隊黨支部，其性質和職權介於兩者之間。（徐德奎，2003：

168）由於這些單位的黨支部既對本單位實施政治領導，同時又

對各項任務的完成起保證和監督作用。因此，它們除做好自身的

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建設之外，一方面要對本單位幹部的任

免、調配、獎懲、軍銜和職及的調整提出建議，研究討論本單位

建設規劃、重大經費開支等，但不討論具體事務工作，事務工作

由行政領導負責；另一方面又要行使保證、監督權，主要包括分

析本單位人員的思想狀況，提出加強思想工作的措施，教育全體

人員圓滿完成各項任務；做好職工、家屬的思想工作；協助行政

領導改善本單位的物質文化生活；支持和監督行政領導正確行使

職權等等。（如附錄） 

總之，中共軍隊機關黨支部和教研室、科研室、技術室、醫

療科（室）黨支部，雖然與連隊黨支部在性質和職權上有著明顯

差別，但是根據共軍《政工條例》的規定，在上級黨委組織的領

導下行使其職權，確是相同的。 

第二節  運作的方式 

中共為了發揮軍隊「黨委制度」的功能，在設立共軍各級黨

委組織時，便已明確規定了它的運作方式。以下即就共軍「黨委

制度」運作的方式，作一分析與探討。
3
 

按照共軍《政工條例》第四章第二十六條的規定，中共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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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第一節共軍「黨委制度」組織結構與職權的探討了解到，共軍黨委組織可概分為部

隊黨委和機關黨委兩種。部隊黨委包括：連隊黨支部、營級基層黨委和團級（含）以上

部隊的黨委等三種類型；機關黨委包括：機關（部門）黨委和直屬黨委、機關和「四室」

黨支部等四種類型。由於機關黨委性質通常僅是作為同級部隊黨委的辦事機構，最後決

定權還在同級部隊黨委手中；或只管單位黨組織運作，不討論決定單位工作上的問題，

組織運作單純。因此，本節所要探討的運作方式是指第一種類型─部隊黨委。此與徐德

奎的論點亦不謀而合，徐德奎認為黨委制的基本含意是：黨在我軍團以上部隊和相當於

團以上部隊的單位設立黨的委員會，在營和相當於營的單位設立黨的基層委員會，在連

和相當於連的單位設立黨的支部；黨的各級委員會，是該單位統一領導和團結的核心；

實行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徐德奎，2003： 75）  



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如附錄）而黨委統一的

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黨

委的統一領導、黨委的集體領導和首長分工負責。這三個方面明

確規定了軍隊黨委領導什麼，怎麼領導和依靠誰來落實的問題。 

壹、黨委的統一領導 

黨委的統一領導，是指黨委領導的地位和領導工作的範圍。

按照共軍《政工條例》的規定，統一領導即指「一切重大問題必

須由黨的委員會討論決定」。（如附錄）也就是說，黨委對所屬部

隊的一切組織、一切部門、一切工作實施統一領導。部隊的首長

和司、政、後、裝機關及其他一切組織和人員，都必須置於黨委

的統一領導之下，不得脫離黨委領導，各自為政，各行其事，不

能與黨委並立，更不能凌駕於黨委之上。絕不允許其他任何黨派

在軍隊中建立組織和進行活動，不准在部隊中成立條令條例之外

的各種團體和組織。（徐德奎，2003：77-78） 

黨委對所屬部隊實施的統一領導，說明了黨委在所屬部隊中

的核心領導地位。舉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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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認為這樣就能做到：統一認識、統一政策、統一

計劃、統一指揮、統一行動，進而團結廣大官兵，貫徹黨的路線、

方針、政策，完成黨所賦予的各項任務，使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

得以實現。（王書風，1998：298）王書風（1998：298）更明確

指出：「如果沒有黨委的統一領導，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也只能

是一句空話。」 

其次，共軍為了避免在實際工作產生統得過多或是統不起來

的情形，對「統一領導』這四個字內容格外講究。因此，在實施

黨委的統一領導時，共軍特別注意「明確職責」。要求上級黨委、

首長和機關：一、不要把非重大問題推給下級黨委去討論；二、

行政首長要大膽負責地工作，不把屬於自己職權範圍內的問題推

給黨委討論決定；三、黨委也應信任和支持行政首長的工作，不



包攬、不接受行政首長推上來的事務性工作，防止和克服出現黨

政不分、事事都要黨委負責的問題。 

共軍《政工條例》的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應當根據上級

的有關規定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制定議事規則，保證實行民主

的科學的決策。」（如附錄）因此，為保證黨委的統一領導，制

定了包括議事範圍、原則、方法、制度等內容的議事規則。並要

求：一、開會前要選好議題，凡不屬於需要黨委討論的問題，一

律不進黨委會議，不能把黨委會議與行政會議混在一起；二、議

題一經確定，一般不在會上臨時增加議題；三、可開可不開的會

議衡量不開；四、無準備的會議或準備工作做得不好的會議衡量

推遲召開；五、會中要圍繞議題發表意見，不隨意提出超出議題

範圍的問題，以保持會議的嚴肅性，避免影響重大問題的研究決

定。 

事實上，在共軍強調「黨委統一領導」之下，變成一切權力

集中於黨委，而黨委權力又往往集中於正副書記，特別是集中於

書記手中，任何事都是書記掛帥，拍板定案，形成「個人凌駕於

黨委之上」和事無巨細概由書記包攬。其次，「黨委統一領導」

易形成「黨委包辦一切」，黨委會與行政會議重疊，形成「一攬

子會」，使黨委「一班人」常陷於「會海」之中，小事議不完，

大事議不透，反而削弱了黨委的領導功能。（國防部總政治作戰

部，民 77：28-29）洪陸訓、李台京（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民 84：61）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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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黨委的集體領導 

黨委集體領導，指的是黨委領導的原則。（劉英開，2001：

61；徐德奎，2003：78）即部隊一切重大問題都要由黨的委員會

或者常務委員會集體討論決定，不得由個人或少數人專斷。在緊



急情況下，可由首長臨機處置，但事後必須及時向黨委報告，並

接受檢查。（如附錄） 

共軍認為，集體領導是黨的群眾路線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黨

的領導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因此，強調正確的領導思想和主張，

只能來自廣大群眾的實踐，來自集體的經驗和智慧。如果不堅持

集體領導，而由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就不免會出現重大錯誤或個

人專制、家長制等弊端，使黨內政治生活出現畸形化。（閻世奎，

1993：19）再就是不堅持集體領導，還容易給野心家、陰謀家以

可趁之機。閻世奎（1993：19）即指出：「『文化大革命』中，林

彪、江青兩個反革命集團的出現，就是極為慘痛的教訓。」 

其次，共軍強調，堅持黨委的集體領導，必須貫徹民主集中

制的原則，並置重點在做好以下幾項工作：（王書風， 1998：

300-302） 

一、黨內民主的概念  

共軍認為，實施集體領導的根本目的就是集中黨委「一班人」

的經驗智慧，實現其所謂黨委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為此，黨

委在集體討論決定重大問題時，共軍要求必須貫徹毛澤東「由到

會委員充分發表意見，做出明確決定」(引自王書風，1998：300)

的指導。並提出以下幾點具體作法：一是開會要出「安民告示」。

凡是黨委開會，事先要通知，讓大家明確會議的議題、目的和要

求，進行充分的醞釀和準備。對於複雜的和有分歧意見的重要問

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會們有思想準備，以免會議決定流

於形式或不能做出決定。尤其是軍政主官對軍事、政治工作的一

些重大問題，事先要「碰頭」，互相商量，統一好思想，不要倉

促開會。二是要讓人說話。討論中，正副書記尊重委員的民主權

利，不搞「一言堂」，允許大家講話，講真話、講心裡話，暢所

欲言，各抒己見，哪怕講錯了也不要緊，把各種意見充分發表出

來。三是要正確對待不同的意見。共軍貫徹毛澤東：「只要是大

事，就得集體討論，認真地聽取不同的意見，講真地對於複雜的

情況和不同的意見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

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利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不



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引自王書風，

1998：300)在黨委會上，要求允許有不同意見的爭論，認為爭論

是正常現象，不是壞事，不能輕易地把工作上和認識上的不同意

見和分歧，說成是領導班子不團結，人為地造成壓制民主的空

氣。對爭論較大的問題，更要必須認真聽取各種不同意見，實事

求是的進行論證，經過不同意見的交流和爭論，各種主張和方案

的比較，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比較正確的決定。 

二、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 

共軍認為，集中正確意見是集體領導的目的，少數服從多數

是集體領導的原則。因此，黨委在對重大問題決策時，共軍特別

要求必須遵守一人一票的表決制度，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

按照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作出符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符合本

單位實際情況的決定。對於少數服從多數這個原則的運用，共軍

提出，在一般情況下，集中多數人的意見，就是集中了正確的意

見。但是，有時少數人的意見在某個方面、某個問題上是正確的，

即真理在少數人手裡的觀點。而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共軍規定，

只要條件允許，應當暫緩表決作出決定，讓大家下去進一步調查

研究，廣泛交換意見，充分醞釀思考，以便使少數人的正確意見

為多數人所接受。復議時仍不能作出決定時，則向上級黨委請示

裁決。但是，如需要付諸表決，那就必須依據少數服從多數的原

則作出決定，任何人不得藉口真理在自己手裡而不服從黨委決

定。個人對黨委的決定仍有不同意見可以聲明保留，並有權向上

級黨的委員會至中央提出，但在本級或上級黨的委員會未改變決

定以前，必須堅決執行，不得在行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三、增強全體成員的集體領導觀念  

共軍要求，正副書記要有良好的民主作風，把自己置於黨委

集體領導之下，決不能站在委員之上擅權專斷，搞「一言堂」或

「家長制」。黨委討論決定問題，書記和委員都只享有一票的權

利，而且書記的一票和委員的一票價值是等同的，書記應尊重其

他委員的權力。討論問題時，要善於啟發委員踴躍發言，虛心聽

取他們的意見；對不同意見，特別是批評自己的人，要滿腔熱情，



不抱成見。決定問題時，要遵守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尤其是在

自己的意見被多數人否定後，要堅決執行集體作出的決定。其

次，要正確處理行政職務和黨內職務的關係，防止把行政職務帶

到黨委會來，用行政身份講話、處理問題和對待相互之間的關

係。而黨委委員要把自己擺在集體領導之中，積極參與集體領

導，不旁觀、不依賴。討論決定重大問題時，要嚴肅負責地發表

自己的意見，勇於堅持真理，修正錯誤。對錯誤的東西敢於批評

和抵制，不看臉色講話，不隨大流，不順杆子爬，以確保黨委集

體決策的正確性。 

四、切實加強黨委的團結 

共軍認為，黨委的團結是黨委正確決策的重要條件，是實行

集體領導的重要保證。為此，共軍特別指出，在黨委內部，由於

每個同志的革命經歷、政治覺悟、文化水平、工作能力、性格氣

質的不同，認識上出現差異，工作上產生分歧是正常的。認為有

了分歧，要通過黨內民主討論的辦法，求得思想上的統一，心理

上的和諧，及時化解矛盾，維護和加強黨委的團結。並提出做好

黨委的團結具體辦法：（一）在統一黨委成員的思想方面：要求

堅持用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和黨的路線、

方針、政策教育黨委成員，使黨的團結建立在牢固的政治思想基

礎之上。（二）在加強黨性修養方面：要求黨委成員要自覺地把

黨的利益擺在第一位，以個人利益服從黨的利益；要眼寬闊，看

問題、想事情，著眼長遠，著眼全局，著眼發展；要胸襟寬廣，

嚴於責己，寬於待人，學人之長，補己之短；要正確對待自己，

正確對待別人，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採於接受批評，勇於

改正缺點和錯誤。（三）在黨的生活會方面：要求定期召開，並

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正確處理思想上和工作上出現的各種

矛盾。（四）是要求正副書記要做團結的模範：正副書記既要做

好和其他委員的團結，又要做好他們兩人的團結；正副書記之間

要平等相待，政治上互相愛護，思想上互相幫助，工作上互相支

持，生活上互相關心。 

共軍「黨委」雖一再強調所謂的「集體領導」原則，實際上



在共軍中，黨委書記既是部隊一級行政首長，又是黨委會的頭

子，因此每易以行政首長身份出現在黨內，把書記和委員搞成「領

導」與「被領導」的關係，把集體領導搞成「一言堂」、「家長制」。

另一方面，平時有功，歸諸書記，一旦有所過失、缺點，黨委書

記每以「集體領導」、「集體的決定」作為其個人諉過的口實。（國

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民 77：28-29） 

洪陸訓、李台京（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民

84：61）也指出：「所謂黨委集體領導，凡是共軍中的重大問題，

都要由黨委會討論，按照少數服從多數的民主原則作出決議後，

交由軍政首長分工負責執行。軍隊中黨委會的書記，由政委兼

任，他既是部隊行政首長之一，又是黨委會的主席。由於政委擁

有特殊權力，不僅在黨、政等方面負全責，而且對於部隊的管理、

訓練、作戰和人事命令上，都有副署權，甚至可以阻止部隊長的

違抗命令，所以共軍形式上是黨委領導，實際上則是政委領導，

使集體領導易變成個人專斷。」 

事實上，中共內部也曾檢討稱：「在領導制度上，大搞『一

言堂』，專橫跋扈，把個人置於黨組織之上，民主集中制嚴重廢

弛，黨委形同虛設，支部的戰鬥堡壘作用大大削弱。」（郭壽航，

1989：244）共軍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林祥，即坦承集體領導並

沒有做好。郭林祥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說：「堅持黨委集體領

導，是實現黨對軍隊領導的重要保證。」但事實上，「還是搞『一

言堂』，個人說了算。」仍是「誰資格老誰說了算，誰職務高誰

說了算，甚至誰霸道誰說了算。」（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

究所，1987：320） 

因此，共軍實行集體領導的原則，想達到實現正確領導的運

作目標，最少要處理好以下幾種的關係：少數與多數的關係、個

人與集體的關係、書記與委員的關係、民主與集中的關係。 

參、首長分工負責制 

首長分工負責，指的是黨委決策的執行原則。黨的委員會作



出決定後，由軍政首長分工負責貫徹執行。（劉英開，2001：62；

徐德奎，2003：78）共軍各級黨委會在黨委對重大問題通過集體

討論作出決議後，屬於軍事工作方面的由軍事主官負責組織實

施；屬於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委員負責組織實施；軍政首長

必須服從黨委的領導，執行黨委的決議，積極主動地履行職責，

密切合作，相互支持。（劉英開，2001：62） 

共軍繼承列寧及毛澤東對首長分工負責的指導，列寧曾經說

過：「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實行集體管理都必須極嚴格地

一併規定每個人對明確劃定的工作所負的個人責任。藉口集體管

理而無人負責，是最危險的禍害。」（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

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編，1963c：41）毛澤東也明確指出：「集
體領導和個人負責，二者不可以偏廢」（毛澤東，1966d：1341）。

共軍進一步認為，首長分工負責與集體領導是統一的，互相聯

繫、不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光有集體領導，而無分工負責，其結

果不是導致無人負責，就是黨委領導行政化，黨委決議無法落實

或無精力抓重大問題。只有實行黨委集體領導下的軍政首長分工

負責，才能真正落實黨委的決策。對如何實行首長分工負責制，

並提出必須做到以下幾點：（王書風，1998：303-305） 

一、分清職能，名符其責 

共軍堅信列寧的說法：「只要有一點可能，集體管理就應限

於在最小範圍的委員會內僅就最重要的問題進行最簡短的討

論，至於對機關、企業、工作和任務的實際安排，則應委託一位

以堅決果斷、大膽潑辣、善於處理實際問題著稱，又深符眾望的

同志負責。」（引自王書風，1998：303）因此，要求各級黨委要

嚴格按照有關條令條例的規定，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明確黨

委和首長的各自職權，嚴格區分黨委會和行政辦公會的議事範圍

和規則，凡屬首長職權範圍的事，黨委不予干涉、包攬，凡屬黨

委的事也不放權給首長去辦。為了落實工作責任制，共軍不僅明

確律定各級主官、副職與機關部門領導的職權，也明確的規範他

們在某項具體工作上的具體職權。為求職、責、權相一致，規定

黨委只負重大問題決策的責任；屬於決策落實過程中的問題一律



由軍政首長負責；副職對正職分給的工作任務完成不好，由副職

承擔具體責任。為了增強首長事業心和責任感，激勵其積極進

取。共軍也建立了健全的評議領導工作制度和獎懲制度，對積極

負責，盡職盡責者，給予表彰獎勵；對職責觀念淡薄，不負責任

而造成失誤者，則追究其責任。 

二、正確處理正職與副職的關係 

共軍認為，正職與副職的關係是領導與被領導的關係，不能

以黨內的平等關係代替行政上隸屬關係。軍政主官應充分發揮副

職的積極性、主動性與負責精神，大膽領導副職，向副職分配工

作，並幫助和檢查副職工作。同時也要求副職應極向正職提出工

作建議，協助正職請示匯報，屬於正職職權範圍內的事，正職有

權處理，無須副職再向黨委報告。如果有意見分歧，則在民主協

商的基礎上由正職最後做決定，副職必須堅決執行。 

三、善於使用機關，充分發揮機關的作用  
共軍認為，機關是黨委和首長的參謀與助手，黨委的決定、

首長的決心與意圖，都要通過機關去貫徹落實。因此特別強調機

關的職能作用。要求：一、在軍政首長實施黨委決策過程中，要

給機關部門領導條令條例規定範圍以內的權力。凡是屬於機關職

權範圍內決定的問題，首長不應干涉和攬權，須放手讓機關自己

去決定。二、要給機關出主意，提要求，聽取機關的意見和建議，

協調機關部門之間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關心和解決機關幹部的素

質，注意保留骨干，使機關成為精明強幹、辦事效率高的職能機

構。三、機關要增強對首長負責的觀念，以及正確認識對首長負

責與對黨委負責的一致性。提出機關行使職權，一方面要積極研

究各方面的情況，為首長下號確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發揮「參

謀」、「智囊」作用；另一方面，要正確領會首長意圖，創造性地

貫徹首長指示，保證首長決心的實現。 

四、既要明確分工，又要密切合作 

共軍指出，首長分工主要是分工負責，而不是分權分家。認

為軍事、政治、後勤與裝備技術工作之間，有著密切的聯繫，是

不可分割的整體。因此，為了避免分工分家，或者互相拆台的情



形發生。要求軍政首長要樹立全局觀念和「一盤棋」的思想，互

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關心。並提出以下三點要求：一是在進

行自己分管的工作時，要注意觀察與了解全局，權衡利弊，互相

商量，盡量聽取各方面的意見；個人分管的工作與黨委的中心工

作發生矛盾時，要自覺服從全局，主動配合。二是在研究工作時，

要從部隊建設的大局出發，通盤考慮，統籌兼顧，科學安排，不

爭時間、人員、主次、高低；三是在組織實施時，應主動協助，

互相支援；出現矛盾，主動通氣，及時調整。 

根據共軍《政工條例》規定，黨委的決定「屬於軍事工作方

面的由軍事主官負責組織實施；屬於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委

員負責組織實施」；然而軍政「首長」之間每易造成個人本位，

既不互通情況，也不彼此照應，互相支援，主動協作；更不能立

足全局，統盤考量，權衡利弊，統一規劃，往往造成「分工即分

家」，各自為政的情形。（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民77：29） 

首先就分工的情形而言，自從共軍黨委制度建立以來，軍政

之間便始終無法作到明確而合理的分工。在共軍發展各個時期的

許多文件中，不斷供認共軍軍政幹部間，有所謂「分工而不合作

」，「分工而不負責」，甚至「互爭領導權」，達到「你死我活火拼

之地步」。
4
其次，再就共軍所謂負責而言，事實上共軍的軍事「

首長」，並不能夠真正的負責，因為軍事作戰，軍事指揮官必須

有絕對的權力作機敏果斷的處置。假如彼此猜忌，互相牽制，顯

然會貽誤戰機遭致失敗。因此，共軍一方面害怕「依賴」、「觀望

」、「不能主動」、「無人負責」；一方面又害怕「槍指揮黨」。凡此

均足以證明共軍的「黨委制度」，對指揮領導的區分規定，無法

適應作戰的要求。（陸軍總司令部政治作戰部，民53：38-39；國

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民77：86-87） 

此外，隨著強調黨對軍隊的領導，「紅」與「專」的爭論，

                                                 
4 共軍部隊長和政工之間很少不鬧糾紛的，最明顯的例子，早期毛澤東（紅四軍黨代表

─政委）和朱德（紅四軍軍長）之間的鬥爭，楊得志在濟南軍區時，同王效禹（政委）

冰碳不相容；到武漢軍區又同王六生（政委）不能合作，不歡而散。（一九七四年毛澤

東指責楊德志說：「怎麼木易楊總是同三橫王搞不好」）北平審判「十犯」之一的江謄蛟，

在南京軍區空軍政委任內，竟動手栽去南京空軍司令員聶鳳智的領章，還打聶的耳光。

（引自金達凱，民 70： 34-35）由這不難看出他們積怨之深。  



也就是政治與技術的矛盾，始終存在於共軍之中，且常導致黨軍

幹部之間的摩擦，成為共軍「黨委制度」運作的另一弱點。按毛

澤東的軍事路線，部隊要求是政治第一，技術其次。毛以後的華

、鄧、江領導班子，雖然主張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也仍不放鬆政

治上的「四個堅持」。然而，早在韓戰及金門砲戰的經驗教訓，

共軍尤其是特種兵，已認識到技術的重要，光靠政治不行了。有

人認為「現代戰爭只打技術，不是打政治了」，「馬列主義上不了

天」，「政治工作不能開坦克」，「黨委集體領導不適宜現代化作戰

」等等。（解放軍報，1958，9/17） 

中共學者也坦承指出，首長分工負責制度落實不好的主要原

因有三：一是分工不夠科學，往往用常委分工代替行政首長分工

。二是職責不夠統一，往往首長不能獨立負責地按分工開展工作

。三是工作不夠落實，往往議而不決，決而不行。（周建慈、王

德江，2001：242-243）共軍的「政工導刊」更曾對這種「雙長

制」提出批判性的檢討，指出其弊端的表現有以下幾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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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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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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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在漁、李玉忱，1989：8-9）（詳如本文第六

章第一節） 

綜合上述可知，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既

是共軍「黨委制度」的核心內容，也是共軍「黨委制度」運作的

主要形式。它的運作反應了共軍最本質的政治特徵，規定了軍隊

內部根本性的領導關係和黨在軍隊中的領導方式，在中共「以黨

領軍」的一系列制度中起支配和決定作用。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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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運作上，則兼具政委一元領導與軍政二元領導的特

點。就一元領導而言，由制度上黨委集體一元領導，變成實踐上

政委個人一元領導。原因是政委為黨的代表，擔任黨委會書記，

其為黨委會會議的當然主席，平時則是日常黨政工作的主持者，

政治機關亦歸其督導，因而無形中成為共軍各級單位的實際掌權



者。
5
其次，就軍政二元領導的特點而言，黨委會有關軍政決議

，交由軍政首長分工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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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制度的功能 

共軍一貫強調的是「以黨領軍」的建軍路線，也就是說，各

級黨委組織具有絕對的領導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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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 

共產黨對軍權統治的合法權威，固然是奠基於馬列主義的建

黨學說，但做為一個革命的最高司令部，黨要維持其統治地位，

則必然要超越純理論的層面。因此欲確保黨的合法權威，它仍須

端賴其他的措施，進行對軍權的嚴密控制。而中共軍隊「黨委制

度」真正體現了黨在各級軍隊的領導權威。 

共軍「黨委制度」以「黨委會」和「黨支部」為中心，上自

高級司令部，下至連隊，皆建立黨的組織，將各級軍政首長、政

工幹部、參謀、後勤、裝備技術等人員，都納入黨委會或支部的

系統之中，受同級和上級黨委的指揮控制，只有集體討論、集體

決定和集體行動；不許個人擅自作主，沒有個人的行動自由。除

了黨委全體成員同意，共同簽署命令具有效力外，任何個人的命

令不生效力，任何人員帶走不了部隊。而黨委可以阻止部隊的單

獨行動，或改變和解除某一指揮員的指揮權。這樣，在任何情況

下，或任何環境中，部隊始終為黨所掌控，而不受指揮人員個人

                                                 
5 俞雨霖（ 1993： 139）即指出：「由於任務範圍的不同，政委系統的內部滋長著一種特

殊而異於指揮系統的政治傾向。指揮系統是執行純軍事工作，指揮員將軍事專業做為他

們工作的重點。然而，政委的工作範圍卻包括軍事與政治兩個部份。軍事上，他必需了

解指揮員的作為，在政治上他必需負起監軍與保證部隊思想的重任。」  



的領導。就此點而言，黨委會提供軍中領導幹部統一思想、統一

行動的場所，並在實質上體現了黨對軍的絕對領導制度。
6
共軍

政治工作條例第八條即明確規定了軍中黨委會的職責。第八條指

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建立各級委員會，作為部隊

統一領導和團結的核心，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

制，是實現黨對軍領導的根本制度。（中共中央印，1995：3）中

共也自詡：「黨委制是我軍獨有的，是我軍的政治優勢，其他社

會主義國家的軍隊，雖然它們也實行黨委制，但多數與我軍實行

的黨委制並不相同，他們的黨委並不對部隊實施統一的領導。」

（徐德奎，2003：74） 

一般對中共黨的絕對領導的意函形成了以下的共識：中國共

產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是黨的獨立領導，不允許搞多元化；是高

度集中的領導，最高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是統一的

直接的領導，軍隊的一切工作均由黨直接指揮；其領導制度是黨

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重大問題由黨委集體決

策，然後由軍政首長分頭執行。中共也指出：「黨對軍隊絕對領

導的基本含義有兩點：第一，我軍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和領導的隊

伍，它只能由共產黨獨立領導，不允許任何黨派插手我軍。第二，

黨領導我軍，是黨的政治、思想、組織領導，而不是某個黨員的

個人領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只能是黨指揮槍，而決不

允許槍指揮黨。全軍官兵必須自覺遵守黨的指示，服從黨的指

揮，在思想上、政治上、行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度一致。」（侯

敬智、侯朝鼎，1991：46）中共學者閻世奎（1993：13-18）在

《黨對軍隊絕對領導理論與實踐》乙書更進一步指出：「長期以

來，黨對軍隊實施絕對領導的過程中，逐漸形成了一些獨有的特

點，突出的表現為它的高度的集中性、徹底的唯一性、絕對的權

威性。」正是這種高度集中、徹底唯一和絕對權威的特性，使共

軍始終處於中國共產黨政治、思想、組織路線的直接領導下。 

                                                 
6 俞雨霖（ 1993： 140）也指出：「事實上，黨委會的出現，統一了軍中存在的二元領導

系統，它提供了不同職掌人員討論與辯論問題的機會，也使不同職掌人員對軍中各不同

類型問題，獲得全盤的了解。」就此點而言，黨委會也提供了軍中領導幹部統一思想、

統一行動的場所，並在實質上體現了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制度。  



鄧小平（1994b： 239）曾強調：「領導制度、組織制度問題

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中國共產黨為

了確保對軍隊的絕對領導，長期以來一直注重制度建設。早在古

田會議《決議》中就確立了以黨委制為中心的領導制度。以後又

經不斷的改善發展，逐漸建立了一整套完備的的黨對軍隊絕對領

導的制度。閻世奎（1993：23）認為這些制度大體上可分作兩類：

一類是直接規定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制度；另一類是涉及到黨對

軍隊絕對領導的制度。
7
在直接規定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制度

中，閻世奎（1993：24）進一步指出：「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

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確保了黨在軍隊中的領導地位，堅持了黨指

揮槍的原則，有力地保證了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徐德奎

（2003：77）也明確表示：「我軍的黨委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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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觀之，中共黨在軍隊中所建立的「黨委制度」，體現了

黨在各級軍隊的領導權威，保證了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功能。中

共雖然強調在繼承優良傳統的基礎上不斷改革創新，但是，現階

段這個根本制度則是不容許改變，也不會改變的。 

貳、政策的貫徹 

中共一貫強調，軍隊是執行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團體，是人

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黨的方向就是軍隊的方向，黨的旗幟就

是軍隊的旗幟。（韓季池，2002：184）因此，中共黨對軍隊的絕

對領導，歸根到底是黨的正確路線的領導。軍隊保持自己的性質

和履行自己的根本職能，也是以是否堅決貫徹執行黨在各個時期

的路線方針政策為重要標誌的。（張伊寧、鄧鋒主編，1999：198） 

共軍明確表示，黨委對部隊的統一領導，是政治、思想和組

                                                 
7閻世奎（ 1993： 24-26）進一步指出，關於直接規定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制度，主要

有：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政治委員制、政治機關制、支部建在

連上和黨的各級紀律檢查委員會等。關於涉及黨對軍隊絕對領導有關內容的其他制

度，主要包括：關於黨的組織制度、關於政治教育制度、關於思想工作制度及關於保

衛工作制度等幾個方面。  



織的領導；是方針、政策、原則的領導。而這些領導是透過中共

黨在軍隊中的各級黨委組織來實現的。徐德奎（2003：73）即指

出：「只有在軍隊中實行黨委制，由黨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實施領導，集體討論和決定一切重大問題，才能有效地保證黨的

政策與國家法令的貫徹執行。」 

中共黨對軍隊實行領導的根本制度，是集體決策與專人負責

結合的制度。也就是把決策過程與執行決策的過程，適當的區分

開來又緊密的結合起來，共軍認為這是領導制度科學化的重要體

現。（姜思毅主編，1997：192）共軍更明白的指出：「科學的領

導制度，必須滿足兩個基本要求：一是能夠保證正確地制定決

策；二是能夠保證充分地實行決策。」（姜思毅主編， 1997：

192-193）共軍的根本領導制度規定的決策者，是一個組織及活

動規則都十分嚴密的機關─黨的委員會。而正確的決策制定出來

之後，還要保證有效地實行。因此，共軍的根本領導制度規定，

黨委作出決定後由軍政首長分工負責組織實施，並通過報告制度

實現黨委對首長的指導與監督。以此觀之，共軍任何政策均可經

由此一領導制度的運作，有效的貫徹實施。 

鄧小平強調，要把黨的方針、政策放到政治教育日程上來，

要使軍隊了解它是正確的，不但要擁護，而且要執行這一路線、

方針、政策，「努力使部隊成為貫徹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

的模範」。（鄧小平，1994b：395）《中國共產黨黨務工作全書》

主編張蔚萍（2001：1240）也指出：「軍隊必須接受黨的絕對領

導，．．．努力使部隊成為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模範，．．．

這些優良傳統是我軍的傳家寶。」在共軍中，能擔當起這個重大

的歷史責任，正是中共黨在軍隊中所精心設計的「黨委制度」。 

參、權力的象徵 

作為中共黨對軍隊實行領導的根本制度，明確規定了黨委在

所在部隊居於核心領導或最高領導地位，其具權力象徵的功能可

由以下數端觀之。 



一、中共黨在軍隊中設立的黨委組織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特點

，就是黨委的組織系統與部隊的建制體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不

僅各級的黨委組織在部隊建制體系中上下貫通、縱橫交匯，而且

黨內的領導關係與部隊的隸屬關係也是密切重合。正是這樣的組

織基礎，為共軍黨委領導與行政領導提供了統一的條件。然而，

共軍黨委領導是具有最高性和根本性的，行政領導工作必須置於

黨委領導之下。 

二、黨委的統一領導，明確規定了各該部隊的其它組織、所

有構成單位、所有人員、均統一於黨委領導之下，沒有與黨委併

列的領導者，也沒有不受黨委領導的人或組織。而所謂「領導下

」是一種嚴格的從屬定位，領導與被領導的關係不可顛倒。部隊

一切重大問題，雖然在緊急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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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也絕不允許其他

任何黨派在軍隊中建立組織和進行活動，更不准在部隊中成立條

令條例規定之外的各種團體和組織。只有中共黨在部隊中設立的

各級組織，才是共軍唯一合法的政黨組織。（徐德奎，2003：72-73

）也就是說，共軍各級的黨委組織具有絕對的領導權威。 

三、黨的委員會作出決定後，由軍政首長分工負責貫徹執行

。屬於軍事工作方面的，由軍事主觀負責組織實施；屬於政治工

作方面的，由政治委員負責組織實施；軍政首長必須服從黨的委

員會的領導，執行黨的委員會的決議，積極主動地履行職責，密

切合作，互相支持。黨的委員會不得包攬行政事務，應當支持行

政首長的職權。然而，這種責任關係在於，黨委是賦予責任者，

首長是擔負責任者，首長必須向黨委負責。而且是兩位首長（軍

事和政治）依照分工的原則共同向黨委負責。由此觀之，黨委才

是部隊統一領導的核心，單位的黨委象徵各該單位最高的權力機

構。 

另一方面，共軍「黨委制度」也決定和制約著軍內其他一切

制度的建立和規範。軍隊的司令部工作條例、政治工作條例、後

勤工作條例，都無一例外地要按照這個制度的要求，規定必須置

於黨委的領導下，接受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委員的領導。（徐德奎



，2003：73）從這個角度看，共軍「黨委制度」同樣體現了具權

力象徵的功能。 

肆、監督的功能 

中共在軍內實行部隊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軍事首長與

政委分工負責制，本身就是一種內部相互制約機制。軍隊內的所

有重大問題都必須經過部隊黨委會集體討論決定，不能由某個個

人或某兩個主要負責個人決定；在一般情況下，即使是上級的明

確指示，也必須黨委會議討論、決定執行。這樣，在關鍵時刻就

排除了某個軍人說了算、個人做出重大決定的現象。在黨委討論

決定的基礎上，軍事首長與政治首長要合署簽名，命令才能生

效，同級軍事組織或下級軍事組織也要接到軍事首長與政治首長

合署簽名的命令後才能執行。這樣也排除某個軍人假借集體名義

調動或動用軍隊的可能性。當某個軍人對中共或中央軍委有異志

時，第一個起來反對他的，就是那個與他並肩的「戰友」。（中共

研究雜誌社，1999：38-39）可見共軍「黨委制度」的設計，一

方面政委控制部隊長；一方面政工人員受部隊長指揮的原則下，

先天上就是一個軍政相互牽制的二元領導。 

其次，由於政委是以黨為基礎，透過政治工作控制共軍，鞏

固共黨在共軍中的領導作用，所以它的權力較為廣泛。軍事首長

不僅受同級政委的牽制，而且要受黨有關工作上的指示及檢討。

軍事首長在黨的政治路線苛細規定之下，只能行使一種木偶式的

職權。這種制度使部隊不致走向叛變，或受軍事首長的影響而變

質。同時為限制政委濫用個人權力，又規定必須緊緊依靠黨，聽

命於組織領導，形成黨組織和政委相互牽制。是故，共軍「黨委

制度」中潛存了懷疑、欺騙、防範、鬥爭及壓制的性質。如「彙

報」制度及「整風」作法，即是一種相互監視、批鬥的手法。（張

念鎮，民 77：204；金達凱，民 70：24）由此說明，共軍政工與

軍事首長的關係，不是以政輔軍，而是以政制軍。共軍「黨委制

度」設計的著眼是，以政制軍，以黨領政，再輔以黨的路線與群



眾路線，使人人有能，人人無權，人人有「監視」、「牽制」、「打

擊」他人的責任，也有被「監視」、「牽制」、「打擊」的危險。 

綜上所述可知，共軍「黨委制度」的委員會形式，正如政治

學和組織理論中委員會的優點一般
8
，至少有能避免一人濫權的

優點，這對共軍防止單純軍事觀點和個人獨斷專行而言，「黨委

制度」是具有監督功能的。 

 

 

 

 

 

 

 

 

 

 

 

 

 

 

 

 

 

 

 

 

 

表 3-1：共軍「黨委制度」組織系統表 

                                                 
8 根據張金鑑（民 76： 23-24）指出，委員會的優點有六：一是集思廣益，計慮較周；

二是能代表多方利益；三是上級機關或單方利益難加控制，獨立性較強；四是多數人

分工合作，減輕負擔，能勝繁劇；五是避免一人濫權；六是使公務員辦事更周到，因

委員會不易欺矇。  



 

 

 

 

 

 

 

 

 

 

 

 

 

 

 

 

 

 

 

 

 

 

 

 

 

 

 

 

資料來源：參考中共中央關於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

的通知。（中共中央印， 1995：如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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