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章 

影響江澤民時期共軍「黨委

制度」的因素─  
江澤民「治軍理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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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第二章節的探討得知，中共黨對軍隊絕對領

導、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以及共軍的特點，決定了江澤民時期共

軍「黨委制度」的基本型態。其次，由於客觀環境不斷的變遷，

共軍「黨委制度」亦隨之改變。然而，這種改變主要還是取決於

江澤民的治軍理念。本章將深入探究江澤民的治軍理念，俾能瞭

解影響江澤民時期共軍「黨委制度」的因素，作為下一章節論述

的基礎。 

中共自一九七八年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新時期

軍隊建設思想初步產生，其後陸續提出一系列建軍的「理論、方

針、原則」，成為中共當代建軍擴軍的理論基礎。整體而言，江

澤民「治軍理念」主要深受鄧小平「建軍思想」的影響。然而時

空環境變遷對江澤民治軍理念亦產生相當程度的影響，如「六四」



天安門事件的衝擊、蘇聯解體積極防變（和平演變）圖存、汲取

波灣戰爭經驗以及江澤民軍隊建設的實踐經驗。其治軍理念內涵

主要歸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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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治軍理念展現了他掌握軍權的意圖，從而也影響

了軍隊的「黨委制度」。依次論述如下： 

第一節  重塑中央權威 

共軍是中共政權的柱石，掌握了最大壟斷性的武力，致使軍

人對現政權的忠誠程度，常常決定了政權的合法性及政治的穩

定。「六四事件」後，江澤民臨危受命，但是科技官僚出身不具

軍方背景，缺乏與過去如同毛、鄧所憑恃網絡和威望，又何以能

跳脫出西方學者「華國鋒第二」之預測，順利穩固政權？江澤民

自一九九○年代以後，陸續在形式上接掌中共黨政軍大權後，他

深知鄧小平仍親掌軍權。情況顯示，一九九二年中共「十四大」

中央軍委的組成，是根據鄧小平的提議。當時，鄧小平捨棄被認

為可能擁兵自重的楊白冰，重新起用被認為沒有野心的老將劉華

清和張震，由劉、張二將輔弼沒有軍事經歷的江澤民掌軍。證明

鄧氏雖無任何職銜，但對軍隊人事、建設乃至實務，「十四大」

後事實上鄧仍握有絕對權力。（中共研究雜誌社，1993：7-42）

因此，江澤民要絕對掌控軍權，仍面臨諸多挑戰，須有必要的因

應作為。一般而言，文人對軍隊事務的關係是透過黨的領導與仲

介。（Jing Huang, 1998）文人領軍，就中共而言，這是全新的

運作模式，江澤民因與共軍缺乏淵源，因此必須有新的作法。 

一九九三年中共第八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是鄧小平兩度選擇

接班人失敗後，在垂暮之年最後的政治賭注；從所謂新的「跨世

紀接班人」的人事佈局看來，充分突出「黨的一元化領導」、以

及「加強江澤民核心色彩」兩種特色。（中共研究雜誌社，1994：

3-125）而江澤民的「權力集中」源於中共對鄧小平的「個人崇

拜」，是在鄧個人魅力的庇蔭下的結果。江氏深知，權力不是來



自個人鬥爭較勁勢將隨權源的消失而沒落。明乎此，江澤民對關

係未來地位穩固與政權穩定具決定性影響的軍隊，一方面藉捧

毛、鄧及老紅軍，以樹立在軍中之領導地位；另一方面又利用塑

造新樣板、學習舊典型，突出其「當家作主」和「領導者」形象。
1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 82：3-4；中共研究雜誌

社，1994：6-6）因此，江澤民治軍的第一個理念，是要求軍隊

堅決維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領導集體的權威。 

江澤民為了突顯鄧小平理論繼承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進而

突出做為鄧小平路線接班人的講話具有權威性而要被學習。江澤

民表示，學習鄧小平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的思想，要和學習毛澤

東軍事思想結合起來，和學習十四大以來他的一系列重要講話結

合起來，這樣才能理解得更加完整、準確、深刻。（解放軍報，

1993，7/20：1）而為了突顯自己做為鄧小平繼承人的身份，進

而建立自己的權威。江澤民進一步表示：「維護黨中央領導集體

的權威，是鄧小平同志的政治囑託，是黨、國家和民族的根本利

益所在。」又說：「小平同志歷來對軍隊高級幹部寄予厚望，現

在軍隊建設的擔子歷史地落在了我們的肩上。能不能按照小平同

志的囑託，始終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永遠忠於黨、忠於國家、

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完成自己的使命，就看我們這些人了。」

（引自任慧文，1997：324-325）江澤民的號召，立即得到從中

央軍委到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熱烈響應，誓言效忠。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當年擔任中央軍委劉華清、張震、張萬年和遲浩

田四名副主席均表示做到「四個堅定不移」，即：堅定不移地沿

著鄧小平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路走下去；堅定不

移地維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權威；堅定不移地與以江

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堅定不移地聽從以江澤民為核

心的中共中央的指揮。（引自任慧文，1997：325） 

其次，江澤民提倡發揚軍隊的「優良傳統」，保持老紅軍本

                                                 
1 有關江澤民鞏固軍權重塑中央權威所採取的其他做法，如法律與制度性安排、尋求被

認同、強化政治教育及組織控制等的詳細分析，請參閱丁樹範（民 92： 57-80），〈一九
九○年代以來的中國黨軍關係〉。不過，總的來說，「對於領導人軍中權威的培養並非一

蹴可及，在中共政治中有其特殊之處，此與中共建軍的歷史傳統有關，簡單的說就是『論

資排輩』的習性。」（俞雨霖，民 75： 56）  



色，希望藉助對老紅軍傳統的宣傳使共軍服從他的領導。一九九

二年十月十九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闡述鄧小平

一九七五年至一九八二年有關共軍「優良傳統和作風」的講話，

將中共的紅軍本色歸納為十條。共軍解放軍報自十月三十日至十

二月四日，持續引述鄧、江講話，發表十二篇社、評論文章，歸

內共軍的性質和宗旨，決定共軍必須「聽黨的話，堅持黨的絕對

領導」，「軍隊任何時候都要堅定地跟黨走，服從黨中央的命令，

聽黨中央的話」，並著重要求共軍「要堅定不移地以江澤民為核

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由此觀之，江澤民突顯老紅軍

的本色另有用意。江澤民真正的意圖可能是，藉提倡發揚老紅軍

的優良傳統和本色，及肯定老紅軍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實際上

是爭取老軍人對他的領導身份的支持和認同，及使所有軍隊幹部

服從他為代表的中共中央軍委的領導，進而穩固他對軍隊的領導

地位。（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 82：3；丁樹範，

民 92：64-66） 

江澤民努力成果在一九九七年中共「十五大」有關人事的安

排又再次顯現出來。在中共「十四大」上，劉華清上將被選入政

治局常務委員，作為軍方利益的代表。但在「十五大」上，政治

局常務委員會改選後，新成員全為黨政文人幹部，唯一的軍隊代

表是兼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江澤民。這某種程度反映，軍隊已

經接受江澤民的領導，而能放心地由江澤民代表軍隊，反映軍隊

的利益。（You Ji, 1999：87-88） 

「十五大」前後，江澤民有關軍隊的講話被提高到和鄧小平

思想一樣高的地位，而其宣傳的基調是：「高舉鄧小平的思想大

旗」、「擁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權威，是鄧小

平的政治交代，是黨、國家和民族的大局所在」。事實上其真正

目的是，要軍隊貫徹江澤民一系列重要的論述，要軍隊自覺地在

思想上、政治上、行動上向中央保持一致，而最終則是要確立中

共傳統家長式的領導體制。 

江澤民在「十六大」報告再次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

是我軍永遠不變的軍魂」。香港《鏡報月刊》就指出，這意味著



「黨指揮槍」的原則，在新一代中央軍委是堅定不移的，外界議

論較多的軍隊獨立化和專業化，不可動搖這一原則。（宗和，

2002：30）由此也說明，江澤民在重塑中央權威的過程中，對於

外界較為關心的軍隊的管理和控制體制，其堅持「黨指揮槍」的

原則並沒有弱化或改變，這對共軍「黨委制度」自然有強化的影

響與作用。 

第二節  治軍「五句話」總要求 

一九九○年十二月，江澤民在共軍軍事工作會議上首次提

出，共軍部隊要做到「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良、紀律嚴

明、保障有力」。一九九一年共軍軍委擴大會議上，江澤民將「五

句話」確立為共軍軍隊建設的總要求。（楊偉業，2001：246）此

後，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十五及十六大報告中均再次強調「政治

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良、紀律嚴明、保障有力」的「五句話」。

二○○二年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有關軍隊建設部份，開宗名義就指

出：「人民解放軍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良、紀律嚴

明、保障有力的總要求，緊緊圍繞打得贏、不變質兩個歷史性課

題，加強全面建設，努力建成一支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人

民軍隊。」（ http: / /c l ient .can.com.tw/mnd/army/stra16.php） 

壹、江澤民治軍「五句話」的基本內涵 

江澤民治軍的「五句話」是依據鄧小平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

思想，就軍隊建設的主要方面和基本要求作出的「總要求」，可

謂是江澤民治軍理念的「核心內容」。（楊偉業，2001：250）「五

句話」總要求的基本內涵和精神實質，摘述如下：  

一、政治合格 

江澤民指出：「要抓緊政治學習，增強黨性觀念，堅決聽黨

的話，堅定不移地貫徹執行黨的路線方針，堅決聽從黨中央、中

央軍委的指揮，以強烈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忠心耿耿地為黨和人



民勤奮工作，出色地履行歷史賦予的重大使命。」（引自程秀龍

主編，1994：1）一九九三年一月四日解放軍報社評，論政治合

格內容指出，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全面提高戰鬥

力，首先要求共軍政治上永遠合格。政治合格最重要的就是堅定

不移地貫徹執行黨的路線，堅定完成所賦予的「鞏固國防、抵抗

侵略、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活動，家國家建設事業，努力

為人民服務」等任務。（中共研究雜誌社，1994：6-15） 

二、軍事過硬 

江澤民說：「努力繼承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要重視學習

現代化科學技術知識，研究高技術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戰術戰略，

掌握駕馭現代戰爭的本領。」又說：「要從難、從嚴、從實戰需

要出發，抓好部隊的教育訓練。」（引自程秀龍主編，1994：125）

共軍強調軍事過硬，就是要實現軍隊現代化，具有強大得戰鬥

力，以適應並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需

求。認為軍隊實現軍事過硬，是履行軍隊根本職能的必然要求。

所以在指導軍隊建設中，要求必須重點提高「三個水平」：一是

提高科學文化水平；二是提高軍事理論水平；三是提高軍事訓練

水平。（楊偉業，2001：252） 

三、作風優良  

江澤民訓勉共軍時指出：「要帶頭發揚艱苦創業精神和密切

聯繫群眾的優良作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

古人的嶄新事業。國家和軍隊的偉大創業實踐，非常需要我們發

揚老紅軍的傳統，發揚鄧小平同志倡導的『五種革命精神』，始

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聯繫，齊心協力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

進。」（引自程秀龍主編，1994：356）共軍認為作風優良，就是

要貫徹軍隊革命化、正規化的要求。並特別注重培養以下三種作

風：一是求真務實的作風；二是艱苦奮鬥的作風；三是密切聯繫

群眾的作風。（楊偉業，2001：253） 

四、紀律嚴明 

江澤民指出：「要堅持從嚴治軍的建軍原則，狠抓各項紀律

制度的落實，使軍隊保持高度集中和統一。」（引自楊偉業，2001：



253）共軍強調紀律嚴明，就是要實現軍隊的正規化和法制化。

為貫徹江澤民的指示，提出堅持從嚴治軍的建軍原則作法有：

一、軍隊要堅持維護政令軍令的權威性、嚴肅性；二、從嚴治軍，

首先要從嚴治官；三、注重制度建設，要同加強思想教育結合起

來；四、從嚴執紀，重在狠抓落實。（楊偉業，2001：253-254） 

五、保障有力  

江澤民說：「要根據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作戰需

要，加強後勤和技術保障建設，．．．尤其是提高應急綜合保障

能力。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展的要求，．．．提高經費物

資使用效益。」（引自程秀龍主編，1994：599）共軍認為保障有

力，是「戰場」和「市場」對軍隊提出的客觀要求，是軍隊作戰

和工作、訓練所必須的物質基礎。強調作到保障有力，是新時期

後勤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全面提高戰鬥力

的有機組成部份。（楊偉業，2001：254-255） 

綜合上述可知，江澤民治軍「五句話」總要求，其政治合格

標誌著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軍事過硬是構成戰鬥力、履行共

軍職能的基本因素和主要手段；作風優良、紀律嚴明、保障有力

是執行好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完成好各項任務必不可少的精神和

物質的重要保證。楊偉業（2001：255）也指出，「五句話」的這

五個方面雖各有其特殊的內涵和本質，但它們又是彼此聯繫、不

可分割的統一整體。 

貳、政治合格的突出地位 

由於「政治合格」是「五句話」之首，自然是江澤民最重視

的項目。事實上，早在一九八九年共軍奉命鎮壓六四學運之後，

因其扮演「擁主」的角色，地位雖然有所提昇，但卻也面臨了幾

項關鍵的抉擇：一、共軍必須決定，是否能忘記「六四」事件，

繼續致力於軍隊現代化；或者是重新扮演文革時期的政治角色。

二、它必須決定是否遵守毛的教條接受黨的領導，或強迫政府接

受類似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軍事獨裁。三、它必須決定要成為國



家的捍衛者抑或是一些奪權者的籌碼。（鄭竹園，民 81：160）

再者，在中共改革開放及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形勢下，軍隊

政治工作正面臨著嚴峻的考驗，其中官兵思想觀念的轉變，人生

觀、價值觀、世界觀發生扭曲，拜金主義、享樂主義等觀念滋長

蔓延，皆影響共軍的基層工作，而最嚴重的是對政治理論輕忽、

政治教育形式化及僵化。（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5-107）因此，

從「六四」天安門事件後，江澤民就開始重視軍隊思想動態，進

而提出「政治合格」口號，要求共軍擁護中央領導，保證中共政

權的穩定。
2
 

共軍認為，軍隊的政治合格，就是要實現共軍的革命化，就

是在任何情況下，都同黨中央保持政治上、思想上和行動上的高

度一致，永保共軍作為黨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和人民軍

隊的根本性質。為落實江澤民政治合格的指示，提出以下幾點要

求：（楊偉業，2001：250-252） 

首先，必須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全軍各項建設的首位。明確

強調政治思想建設在新時期軍隊建設中的突出地位。要求共軍必

須高度重視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必須把它擺在全軍各項建設的

首位。同時指出，搞好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是搞好軍事訓練、

後勤保障以致整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基礎。思想政治建設是

革命化的核心，是引導全軍幹部戰士拒腐蝕、永不沾，永保人民

軍隊本色的可靠保證。 

其次，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原則不動搖。共軍指

出，一個軍隊要有軍魂，共軍的軍魂就是黨的絕對領導。堅持黨

對軍隊的絕對領導，這是中共建軍的根本原則，是中共黨的優良

傳統，是共軍特有的政治優勢，要求共軍必須繼續保持和發揚。

同時強調，在新的形勢下，無論是從軍隊所處的重要地位，擔負

的歷史使命，還是從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來講，都要求共軍始

終不渝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一切行動聽從黨中央、中央

                                                 
2從一九八九年「六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對軍隊的控制日趨強化，在政局不穩和

民運隨時再起的形勢下，把加強思想控制與進行組織人事「清洗」，定為一九九○年

軍事工作的重點。其目的在貫徹「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及「軍隊須無條件忠於黨」

原則，並整肅立場不堅定，態度不鮮明的「異己分子」，保證中共「政權」穩定。（中

共研究雜誌社， 1991： 2-81）  



軍委的指揮。 

第三，軍隊一定要做講政治的模範。中共一貫認為，軍隊是

人民民主專政的柱石，是社會主義祖國的鋼鐵長城，是體現中共

黨和國家政治優勢的重要力量。由於這種特殊的職能和地位，所

以特別重視講政治，指出講政治是軍隊優良傳統的精隨和軍隊建

設的靈魂，強調任何時候都必須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任何

時候在講政治的問題上都必須有更高的要求和更高的自覺性。同

時指出，解決好講政治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要保證黨對軍隊的

絕對領導，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 

第四，要繼承和發揚人民軍隊的優良傳統。中共向來強調繼

承和發揚老紅軍的優良傳統，同時也重視處理好繼承傳統與改革

創新的關係，要求共軍在建設的實踐當中，將發揚優良傳統與改

革創新結合起來，全面推動軍隊建設。尤其在新的歷史條件下，

必須在堅持優良傳統的基礎上大膽改革創新，使優良傳統在新的

實踐中獲得發展。這樣，軍隊才能始終保持旺盛的生機與活力，

才能永遠立於不敗之地。 

參、對共軍「黨委制度」的影響 

共軍認為，這些年來，部隊始終聽從黨的指揮，保持了高度

集中統一，主要就是各級黨委真正成為部隊統一領導和團結的核

心，黨支部的戰鬥堡壘作用和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得到了充分發

揮。因此，共軍指出，要落實江澤民提出「五句話」總要求，關

鍵就是要看基層黨組織作用發揮得如何？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在

全軍尤其是在領導機關、領導幹部中，牢固樹立和落實全面建

設、協調發展的思想。（楊偉業，2001：255、260） 

共軍更進一步強調，在新世紀，要永保人民軍隊的性質、本

色和作風，高標準創造性地落實「五句話」總要求，必須貫徹做

好以下的工作：（楊偉業，2001：260） 

首先，就要以「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切實加強新形勢下

黨組織的自身建設，發揮戰鬥堡壘作用，增強解決自身問題和領



導部隊全面建設的能力。而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基層黨

組織建設，必須堅持把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根本原則落實到基

層，堅持不懈地用「五句話」總要求總攬各項工作，牢牢把握基

層建設的正確方向。通過增強黨支部自身的凝聚力、對官兵的吸

引力和領導連隊全面建設的能力，保持基層黨組織的先進性，真

正實現從最基本的戰鬥單元上提高戰鬥力，做到從基礎上保證黨

對軍隊的絕對領導。 

其次，必須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堅持把黨管黨員、黨

管幹部落實到實處。要發揚黨的「三大作風」，勇於拿起批評和

自我批評的武器，通過嚴格的組織生活制度管理和監督好黨員、

幹部，拓寬民主渠道，發揮群眾組織的作用，使每個黨員幹部始

終置於黨組織領導和群眾的監督之下，真正使黨員隊伍、幹部隊

伍在黨組織和基層建設中發揮中堅作用，真正形成凝聚力、戰鬥

力和吸引力。 

總之，共軍為落實江澤民「五句話」的治軍理念，所提出「三

個代表」及「三大作風」的相應作為，均將直接影響並強化江澤

民時期軍隊黨委領導體制的功能。 

第三節  嚴格「依法治軍」 

根據韋伯的觀點，服從必須有其合法性的基礎，而合法性的

基礎在本質上可分為傳統權威之合法性（ the legitimacy of 

traditiona1 authority）、超人權威（Charisma）、以及法定權

威（legal authority）三種。（姜占魁，民 81：21-27）在統軍

策略方面，由於江澤民缺乏毛、鄧的聲望，自然傾向於「依法治

軍」，以建立其統治權威的合法性。因此，他採用對黨規及相關

法律的重新修訂和嚴格執行，使得對軍權的控制法制化。 

壹、中共領導人對「法制」的論述 

中共早在鄧小平領導時期，就強調法制的重要性。鄧小平



（1994b：136）曾明確的指出：「為了保障人民，必須加強法制。

必須使民主制度化、法律化，使這種制度和法律不因領導人的改

變而改變。」一九八一年，中共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在十一屆六

中全會決議中首次提出：「黨的各級組織同其他組織一樣，都必

須在憲法和法律的範圍內活動。」一九八二年九月，中共黨的「十

二大」通過的新黨章在總綱中即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

律的範圍內活動，．．．黨員要自覺遵守黨的紀律和國家的法律。」

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並作了闡釋。他說，黨章的這個規定

「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從中央到基層，一切黨組織和黨員的

活動都不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律相抵觸」。同年十二月，中共五

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也明確要求，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政黨

「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

法實施的職責」，「一切國家機構和武裝力量、各政黨和各社會團

體、各企業事業組織都必須遵守憲法和法律。一切違反憲法和法

律的行為，必須予以追究」。中共在「十四大」通過的部分修改

的黨章又一次將「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的有關內容加以重申，

明確地把憲法和法律範圍內活動作為一項根本原則，把這一原則

寫進黨章，載入憲法。（國防大學出版社，1993：1275-1276） 

  江澤民在一九九九年三月十二日，中共九屆全國「人大」

第二次會議對解放軍代表團講話指出，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

依法治國是黨領導人民治理國家的基本方略。這次全國「人大」

會議決議通過憲法修正案草案後，這一重要思想寫入憲法。全黨

同志要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這一重要發展，更加自覺地貫

徹「依法治軍」的方針，把國防和軍隊建設納入法治的軌道，做

到有法有依，有法必依，執行必嚴，違法必究。把黨關於國防建

設和武裝力量建設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使黨

的領導同依法辦事統一起來，目的是從制度上和法律上保證黨對

軍隊的絕對領導，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推動軍隊現代化建設。

（江澤民，2002：473-474）江澤民在「十六大」的報告中，再

次強調：「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加強立法工作，提高立法質量，到 2010



年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律體系。堅持法律面前人人平等。加

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確保法律的嚴格實施。加強法制宣傳教

育，提高全民法律素質。黨員和幹部特別是領導幹部要成為遵守

憲法和法律的模範。」
3
 

胡錦濤在二○○二年十二月四日紀念第四部憲法二十週年

會議，以及同年十二月二十六日政治局學習憲法會議上強調，憲

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個人和組織不能凌駕於憲法和法律之

上，中共做為執政黨，應該在維護憲法方面做出表率。（中共研

究雜誌社，2003：5）他在二○○三年三月十八日，中共第十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也指出：「要發揚民

主、依法辦事，堅持黨的領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

統一，堅定不移地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的制度和原則，維護社會主

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解放軍報，2003，3/19：1） 

貳、江澤民「依法治軍」的主要內容 

為了「依法治軍」，江澤民於一九九○年四月十五日簽署命

令，發布「解放軍立法程序暫行條例」。該條例為共軍第一個關

於軍事法規之立法程序。同年六月九日，江澤民簽署發布「解放

軍內務條令」，第一次出現了「依法治軍」的表述。其後中共為

了適應新情況，由黨「中央軍委」提出「依法治軍，以法治訓」

原則，責成法制局、軍事科學院、總政治部、各軍兵種等單位，

按照「新時期軍隊建設之特點」進行軍事立法工作。（中共研究

雜誌社，1995：2-81）據統計迄二○○二年九月，中共軍隊公佈

（含修訂）至少一百七十三項軍事法律和規定。這些法律和規定

含蓋國防軍事的各個層面，包括國防法、兵役法、現役軍官法、

國防教育法、預備役軍官法、基層組織建設條例、紀律條令、內

務條令、隊列條令、軍事訓練條例、軍事裝備管理工作、武器管

理、政治工作、環境保護、工程建設管理、戰役要綱、作戰條令、

司令部建設、軍事設施保護實施、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征兵工作、
                                                 
3 引自
〈h t tp : / /www.peop le . com.cn / /GB/s h izheng /252 /8956 /9416 /20021108 /861665 .h tml〉。  



及軍事院校招生暫行條例等所有軍隊內部事務。（解放軍報，

2002，10/7：1）以作為共軍戰備、訓練、工作和生活秩序之依

據。在修改、制訂的相關法令中，主要有修改「軍銜條例」及「國

防法」的制訂等二種，分述如下： 

一、修改「軍銜條例」 

中共的軍銜制於一九五五年首度實施，當時因礙於授予軍銜

時不得高於編制軍銜的規定，所以共軍普遍存在實際授予軍銜低

於軍官職務編制和一職多銜的現象。一九八八年，中共為了標榜

並體現軍官軍銜「制度化」，實行的新軍銜迄中共「十四大」後，

高層軍幹中，軍銜亦未作相應的調整，「一級上將」軍銜仍虛懸

未授。（中共研究雜誌社，1995：6-11）。 

江澤民任國家主席後，即著手要求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軍

官官銜條例》(以下簡稱《軍銜條例》)，並於一九九四年五月十

二日，中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中，

通過《軍銜條例》修正案。
4
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不授予軍

銜，並限制職業軍人擔任軍委主席的可能性，從而建立「文人主

治」(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的法律基礎。（高新，

1997：277）另廢除「一級上將」軍銜，新增「中央軍委副主席、

委員由中央軍委主席授予上將軍銜」，以及各大軍區正職主官、

總參謀長與總政治部主任全部改以上將軍銜任用等配套條文。 

這些修正對中共的黨軍關係及江澤民的統軍有二項實質的

意義：（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 83：1-2） 

第一，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不設軍銜表示，當時中共已經了

解到，隨著世代交替，未來黨的文人領導人與軍事領導人必然是

平行發展，而不可能如建立政權之時，軍事領導人可同時成為黨

政領導人。這也就是說，這個條例的修正預示，未來的軍隊必然

是由文人領導。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不設軍銜僅是追認此一發展

趨勢，並予以法律化，以利日後黨領導人領導軍隊的合法基礎。 

第二，取消「一級上將」似是配合鞏固未來文人軍委主席的

                                                 
4 有關此條例演變發展的過程，請參閱俞雨霖（民 77： 12-17），〈中共恢復軍銜制的分

析〉；王國琳、葉倫鈺（民 77：22-28），〈中共重建軍銜制的分析〉；中共研究雜誌社（ 1995：
9-12），《一九九五年中共年報》。  



權威。在許多國家的慣例中，一級上將是終身職，沒有除役的限

制，因而享有極高的權威與榮譽，也對軍隊有很大的影響力。新

條例取消一級上將的軍銜似在清除對文人軍委主席可能的潛在

挑戰，間接利於像江澤民這樣的文人領導者的統治軍隊。 

由此觀之，江澤民修改的《軍銜條例》，一則可以斷絕一級

上將「位高震主」，防杜軍事強人再度出現；再者，由於上將員

額增多，不但可以弱化原有的威權，亦可作為以「軍銜換軍權」

的籌碼，可謂是一舉數得。《軍銜條例》中更增列「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領導全國武裝力量，中央軍事委員會實行主

席負責制」之規定。使得位居共黨集體領導核心的江澤民，得以

對軍權施行「獨裁制」。 

二、制訂「國防法」 

一九九七年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

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這是中共自建政以來

制訂的第一部有關國防法規。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簽署審議的

議案中表示：「制訂這部法律是為了建設和鞏固國防，保衛國家

的主權統一、領土完整和安全，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利

進行。」（中共研究雜誌社，1998：8-2）中共將「國防法」的制

訂視作是國防現代化建設上的里程碑，更是將國防現代化建設納

入社會主義法制軌道的重要保證。中共認為「國防法」的制訂對

其國防建設有很大促進作用，因為中共自建政以來，尚無一件真

正有關國防建設的法律規範，制訂「國防法」對「依法治軍」具

有指標性。（中共研究雜誌社，1998：8-33） 

中共制訂「國防法」，給部分中國通的人士帶來新的希望，

認為中國國家對軍隊的影響力增加。美國學者沈大偉（ David 

Shambaugh）即對該法的意義抱持樂觀期待。他認為，不應該完

全依照第十九條的文字表面來詮釋。因為該法至少有三十九次提

到「國家」，而只有一次提到黨的角色，該國防法實質上是使軍

隊置於國家之下。沈大偉因此大膽的認為，中國軍隊正逐漸受到

國家的控制，同時黨對軍隊的控制逐漸降低，雖然其間仍有許多

灰色地帶。（David Shambaugh, 2001：44）其實，當中共開始進



行改革開放，並對西方民主制度有越來越多的接觸時，類似的議

題始終是爭議的焦點。如「軍隊國家化」不只是社會的議題，軍

隊內部也有非常深入的討論。討論的方向之一是，既然軍隊強調

正規化發展，其結果應該是要重視法律的作用，那麼軍隊國化是

不可避免的方向。（Harlan W. Jencks, 1992：147-173） 

雖然部分學者及中共非主流人士對中共「國防法」有所期

待，他們希望中共軍隊能就此走向法制化。但是，中共「國防法」

的相關條款卻明確規範了黨和軍隊的關係，使軍隊仍然是黨的軍

隊。中共前司法部長蔡誠在說明該法時，特別強調軍隊仍然受黨

的領導。蔡誠認為，黨領導軍隊的問題，並不是新東西，憲法規

定中共領導國家事務，包括領導武裝力量。解放軍歷來也是在黨

的領導下的，軍隊離不開黨的領導，用法律形式確認中共對軍隊

的領導將更有利於今後的國防建設。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他

說，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也是中共領導的軍隊，因為中共全心全

意為人民，中共領導軍隊不是為了它一黨的私利，是為了國家及

人民的利益，因此並不影響「軍隊是國家的軍隊」這個概念。
5
更

有論者指出「國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力量

受中國共產黨領導。武裝力量中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依照中國共產

黨章程進行活動。』這不僅為中國共產黨具體實現對武裝力量的

領導提供了充分的法律依據，而且也為武裝力量同中國共產黨保

持一致，堅決聽從黨的領導和指揮，提供了強而有力的法律保

障。因此，加強黨對軍隊絕對領導是依法治軍的首要問題。」（王

繼，2001：91）顯然中共仍然將「依法治軍」與「以黨領導」視

為一體，並不認為兩者之間有任何的矛盾與衝突。6可見中共「國

防法」之制訂除確立國防建設的法源依據外，並賦予政治任務。 

                                                 
5 引自〈h t tp : / /www.a l l i ance .o rg .hk / in fo /news /9703 /d9703 .h tm〉。  
6 事實上，依法治軍對黨的領導不可避免地直接產生衝擊。法律屬於國家制度，在層次

上具有普同性，同時，在位階上也凌駕於政黨之上。因此，依法治軍的實質結果是承認

法律在位階上也凌駕於政黨之上。雖然，法律在制定過程中在黨內經過討論與背書，但

是，一旦其成為法律就有其自主性，代表國家。因此，依法治軍雖然是共軍在追求現代

化過程中，以法律規範取代人為的任意性，但是，其對黨軍關係產生衝擊。有關的分析，

請參閱丁樹範（民 92： 66-69），〈一九九○年代以來的中國黨軍關係〉。   



參、「依法治軍」的評估 

上述這些新的條例條令，共軍內部也有正面的影響分析。在

談到軍事管理科學的發展趨勢時，中共軍事學者強調：「嚴格軍

隊管理必須認真貫徹條令條例和規章制度。法律和軍隊法規，是

軍隊建設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是軍事領域客觀規律的反映。從

嚴治軍，嚴格管理，最根本的是要強化條令意識，嚴格地按條令

條例辦事，用條令條例規範官兵行為。嚴格軍隊管理，就是要堅

持依法治軍，按章辦事。軍隊要認真貫徹條令，嚴格執行各種法

規制度，對一切無紀律、無政府、違反法制的現象，都必須堅決

反對和糾正。要堅決實行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原則，

在法律面前人人平等。」 7事實上，這些條例規定涉及軍隊各個

層面，包括組織的設立、組織運作規範、內部紀律、裝備維護和

人員徵召等國防軍事事務，如果這些條例和規定能被確實遵照執

行，則共軍部隊的紀律得以維持，其軍力也可以因而逐步提昇。

同時，這也使軍隊的運作走向正軌，進而達成鄧小平所期望的軍

隊「正規化」的目標。（丁樹範，民 92： 67）  
然而，從中共領導人對「法制」的論述，證諸中共傳統強調

「以黨領軍、以黨領政」的史實，當前的中共領導政權，是否能

有效貫徹落實「依法治軍」，仍有待觀察。 

首先，共軍加強軍事立法主要目的在於體現「依法治軍」，

兩者具有一定的依存關係與辯証關係，問題在於「依法治軍」，

依什麼樣的法？由誰治軍？這兩個重要前提假設，在中共現實生

態中，卻充滿了混亂與矛盾。（黃榮嶽，2003：25）首先「依法」

是依什麼法？是依國家憲法、法律，還是中國共產黨章程？所謂

「依法」，是否還要完全順從「黨意」，而黨的決策是否要完全依

照法律運作，兩者意見相左時，又該以何者為先？這些問題的發

展，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其次「治軍」是由誰來治軍？是由國

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抑或黨的總書記還是黨的中央軍事委員
                                                 
7 引自
〈h t tp : / /mi l i t a ry. fhk .edu . tw/mi l i t a ry / r e sea rch /manage / t a iwan /h igh tech /conc lus ion .h tm〉
。  



會主席？事實顯示，中共制度極為混亂，例如：中共「十六大」

及十屆「人大」後，國家主席、總書記胡錦濤，卻屈就於中央軍

事委員會副主席，再加上中央軍事委員會採取主席負責制，副主

席的功能變得很有限。可見中共「依法治軍」，是有其侷限性。（潘

進章，民 92：136） 

其次，中共領導人雖然反覆強調「法制」的重要性，但卻一

再把「黨」凌駕「法」之上。中共政法學者杭琍（2002：50）就

指出：「由於我國人治的長久傳統影響，至今一些黨政領導人法

治觀念薄弱，知憲違憲或不知憲違憲的事件履有發生。」由此可

見，縱使中共反覆強調「法治」觀念，但事實上，「黨」在實際

運作上，依舊凌駕於「法」之上，「依法治軍」仍然停留在口號

階段。 

另一方面，就中共軍隊現行法制而言，因為對軍隊建設規律

的認識有局限性、對軍隊建設經驗的認識有片面性以及對軍隊建

設傳統的識識有僵化性。（楊偉業，2001：134-135）共軍也坦承

與江澤民提出的「建立一套完善的軍事法律法規體系」的要求還

有一定差距。主要的問題有：一是國防和軍隊建設遇到一些需要

法律調整的問題，沒有及時納入法制軌道，目前尚無法可依。例

如，與《國防法》相配套的法律法規還沒有出台，該法的落實比

較緩慢。二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一些法律法規需要修訂。

例如，關於對軍人優撫的法律法規，有的內容已明顯不適應當前

的情況。三是一些需要軍地共同執行的軍事法律法規頒布後，沒

有及時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實踐中難以貫徹落實。（楊偉業，

2001：136） 

綜上可知，中共領導人對「法制」的有關談話，再次暴露中

共「依法治軍」的侷限性。既然國家與軍隊必須接受共產黨的領

導，那麼所謂的「依法」，並非民主國家的法制精神，而是共產

黨意識形態下的法制觀念。中共領導人的說法，雖然具有理想

性，但堅持「黨的領導」如果不作調整，未來貫徹「依法治軍」

政策，仍然有一段很長的路要走。而中共軍隊現行法制的不完備

及不能付諸實施，說明了有法不等於法治，也說明了共軍仍然達



不到「依法治軍」的目的。然而，隨著共軍的軍事專業化與不斷

與世界接軌，法律的規範成為未來發展的必然趨勢，共軍正面臨

著空前的嚴峻挑戰。 

肆、對共軍「黨委制度」的影響 

中共為了克服「依法治軍」與「以黨領軍」的矛盾，提出兩

者具有一定的依存關係與辯証關係的說法，並強調指出：「中國

共產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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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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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指出，江澤民的「依法治軍」思想，強調了軍隊各項工

作都要有法可依，除了軍紀軍規之外，還包括全部軍事及國家憲

法、基本法、行政法律法規等，要把國家軍事活動、軍隊各項工

作都納入法制軌道。目的是建立立法、執法、守法及法律監督統

一的軍事法律制度。因此，要求共軍的「三化」建設中，在加快

正規化的法制建設的同時，還應加快在革命化和現代化領域中的

法制化進程。指出共軍正確的選擇是將「三化」建設的各方面都

納入法制建設的軌道，依法管理軍隊一切事務。並要求共軍把「依

法治軍」作為一個大思路，確立崇法觀念、民主觀念、依法辦事

的觀念及用法觀念。（楊偉業，2001：131-132） 

為了落實「依法治軍」政策，中共提出實現「黨必須在憲法

和法律範圍內活動」一系列具體措施，概括起來有以下幾個方

面：一是黨的各級領導幹部要正確認識黨對法治建設領導的科學

含義，堅決克服「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等錯誤觀念；二是黨

對法制領導是民主集中的領導，是以中央集體為代表的全黨領

導，決不是個人的領導；三是黨的領導是政治、思想領導，是通

過黨的路線、方針、政策進行領導，而不是黨委對法制建設（包



括立法和執法）直接指揮、命令。四是黨委決不能包辦代替立法、

執法部門的職權。（蘇希勝，1993：252-253）這表明，中共的「法

制」建設或領導工作，仍屬於「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

工制」（黨委制度）的性質。黨或黨委雖不直接參與「法制」建

設或領導工作，但要站在更高的角度來處理這些問題。 

綜上所述，儘管吾人認為，江澤民「依法治軍」理念與中共

所強調的「以黨領軍」有諸多矛盾，強化法律的作用將考驗共軍

「黨的領導」原則，並對共軍「黨委制度」產生較為負面的影響。

然而，從中共辯証關係的說法觀之，共軍進行軍隊法制建設，其

前提仍將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堅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和

宗旨。
8
那麼，江澤民「依法治軍」理念對共軍「黨委制度」的

法制化，將有促進及催生的作用。 

第四節  加強「科技強軍」 

一九九○年波斯灣戰爭爆發後，江澤民與中央軍委即要求共

軍三總部、各軍事院校，運用各種方式，廣泛進行戰爭資料之蒐

集與研究，以便從中吸取經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1：2-81）

尤其科索渥戰爭中，北約聯軍僅以空中武力對南斯拉夫進行密集

攻擊，而沒有派出地面部隊，就使南斯拉夫做出重大政治讓步。

這種以高科技武器裝備為基礎的不直接接觸的作戰方式令中共

軍隊深感震撼，而有思必須集中資源在高科技武器裝備發展。（丁

樹範，民 92：69-70）此外，國際體系的轉變也使中共軍隊覺得

有必要進行軍事現代化，以使中共成為大國。蘇聯解體後，國際

體系似乎正從兩極體係向多極體系調整，這使中共覺得，這是成

為大國，甚至恢復中國歷史光榮地位的良機。而做為大國需要與

國立相適應的軍事力量配合。（Ellis Joffe, 1999：38） 

壹、「科技強軍」的主要內涵 

                                                 
8「我們進行軍隊法制建設，其前提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堅持人民軍隊的

性質和宗旨。」（楊偉業， 2001： 135）  



中共在上述的背景因素下，針對未來性極高的資訊戰和太空

戰的發展，投入大量資源在武器裝備硬體的採購方面。
9
江澤民

也認為必須以現代化為中心，走「科技強軍」的發展道路，不斷

提升部隊軍事素質及作戰能力。因此，江澤民治軍的另一個重要

理念，即是向全軍發出用「正確的思想理論」和「現代科技特別

是高科技知識」武裝官兵的「兩個武裝」的新號召。這是前中共

中央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一九九七年二月下旬，在解

放軍高中級幹部學習理論和現代化科技知識匯報會上透露的。

（任慧文，1997：326） 

所謂「正確的思想理論武裝」，最根本的是學習和掌握鄧小

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確保共軍在任何情況下都堅定

不移地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堅決聽從中共中

央、中央軍委的指揮。 

所謂「現代科技特別是高科技知識武裝」，是說鑒於高科技

已經成為現代化軍隊戰鬥力的基本要素和新的增長點，因此要求

共軍要有效地推進各項改革，加強質量建設，逐步把解放軍建成

數量規模適度、體制編制科學、武器裝備精良、人員素質很高、

後勤保障有力、軍事思想先進，具備打贏現代化技術特別是高技

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能力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貳、共軍黨委對高技術戰爭的領導 

中共認為，現代高技術條件下聯合作戰，使得堅持黨委對作

戰實施統一領導更加重要，要求更為迫切。尤其現代高技術局部

戰爭，情況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戰爭節奏明顯加快，戰局

錯綜複雜，給堅持黨委對作戰的統一領導提出了新要求、新挑

戰。在這種條件下，如何堅持黨委對作戰的統一領導？如何貫徹

                                                 
9 有關中國近年來已採購或擬採購項目的資料整理，請參閱 Richard  Fisher,“ Foreign 
Arms Acquis i t ion  and PLA Modernizat ion,＂ and“Appendix:  Gal lery of  Known and 
Possible Future Foreign Acquis i t ion by China,＂ in  James R.  Li l ley and David Shambaugh
（ eds.）China’s  Mil i tary Faces the Future（Washington DC:AEI and M. E.  Sharpe,  1999） ,  
pp.  85-191；Bates Gil l  and Taeho Kim,  China’s  Arms Acquis i t ions from Abroad,  A Quest  for
｀ Superb and Secret  Weapon＇（Oxford:  Oxford Universi ty  Press ,  1995） .   



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如何使黨委履行職

責和領導方式更加適合戰時的特點？必須認真加以研究，尋找對

策。（張成富，2002：21-22） 

對於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中黨委領導作戰的重要性，共軍明

確指出以下三點：第一，現代高技術戰爭並沒有改變戰爭的政治

本質，只有堅持黨委對作戰統一領導，才能保證軍事鬥爭服從和

服務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第二，現代高技術戰爭並沒有改變集體

決策成功率高於個體決策這一科學規律，只有堅持黨委對作戰統

一領導，才能實施科學決策和正確的作戰指揮。第三，現代高技

術戰爭並沒有改變人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只有堅持黨委對作

戰統一領導，才能更有效地發揮我人民戰爭的優勢，奪取戰爭的

勝利。（劉選林，2002：45-51）總之，共軍認為：「堅持黨委對

作戰統一領導，是經過戰爭實踐檢驗的科學領導原則。無論過

去、現在、還是將來，都是絕對不能動搖的。現代高技術局部戰

爭中，戰爭越是現代化，科學技術越發展，我們越需要堅持這條

基本原則。」（劉選林，2002：51-52） 

有關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中黨委領導作戰的主要內容和方

式，共軍也有進一步的說明。首先，根據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特

點，應重點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一、貫徹黨中央、中央軍委有

關作戰的戰略意圖和決心，統一作戰思想。二、研究確定作戰方

針、方案，統一作戰行動。三、加強對政治工作的領導。其次，

共軍指出必須適應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新特點，不斷探索黨委

對作戰領導的新方法、新方式。黨委對作戰領導的主要方法有：

一、對作戰進行整體籌劃。二、搞好調研與預測。三、緊緊抓住

關鍵環節和重點問題。四、以簡捷明快的方式決定問題。黨委對

作戰領導則有以下八種方式：一、會議決定。二、首長決斷。三、

個別醞讓。四、指令執行。五、情況通報。六、現場辦公。七、

黨委授權。八、上級裁決。（劉選林，2002：52-68） 

總之，共軍認為堅持黨對作戰統一領導，是奪取戰爭勝利的

根本保證，是其軍隊戰勝一切強大敵人的傳家法寶。因此，在新

的歷史條件下，共軍更加強調：「貫徹中央軍委新時期軍事戰略



方針，做好新形勢下軍事鬥爭準備，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

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必須堅持和加強黨委對作戰的統一領導、統

一指揮和統一協調，保證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戰略決策、方針、

原則的貫徹落實，保證部隊的高度穩定和集中統一，保證戰鬥力

的提高，圓滿完成黨和人民賦予軍隊的歷史使命。」（劉選林，

2002：45） 

參、對共軍「黨委制度」的影響 

從共軍黨委對高技術戰爭的領導探討得知，儘管江澤民靠

「科技強軍」來打贏未來戰爭比政治感召來得實際，問題在於它

可能造成中共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軍方針的失衡。

基此，江澤民在力行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軍過程中，始終將思想

政治建設置於各項建設的首位，始終強調堅持黨委集體統一的領

導，期能為打贏未來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提供強大的精神動

力，為保持人民軍隊性質、本色和作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證。 

共軍認為：「軍隊現代化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科學技術的

現代化（基礎部分）；軍事制度的現代化（啟動部分）；軍事思想

的現代化（指導部分）。軍事思想對軍隊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

指導作用。」（楊偉業，2001：134）這說明了共軍在強調現代化

的過程中，軍隊思想工作的重要地位。楊偉業（2001：134）更

進一步指出：「歷史的教訓極其深刻。落後就要挨打。這裡的落

後，表面上是技術落後，深層原因還不止這些。從軍事史上看，

戰爭雙方科技條件處在一定水平的時候，要想在軍力上明顯超越

對方，常常要藉助軍事思想和軍事制度的改革。」這也說明共軍

對徒有技術不足以打勝仗的認知，強調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及革

命化必須齊頭併進的重要性 

然而，共軍也坦承：「在軍隊內部，有少數官兵在黨對軍隊

絕對領導這個重大問題上，也或多或少地產生了一些模糊認識。

如有的認為建立國家政權後軍隊就應該屬於國家，應該由政府來

直接領導；有的對黨對軍隊領導的一系列根本制度理解不深，認



為黨委統一的集體領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不利於現代條件下

軍隊的作戰指揮。」（吳杰明，2000：109）這表明，中共能否使

廣大官兵牢固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觀念，使各級黨組織充分發揮

領導核心和戰鬥堡壘作用，並且保證共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

下都能同其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度一致，已經成為新形

勢下保持共軍性質宗旨面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綜上所述，共軍並沒有因為江澤民強調「科技強軍」，忽略

革命化的地位，也沒有因此漠視軍隊黨委領導體制的重要性。然

而，中共面臨未來高技術局部戰爭，將是一場既有常規武器又有

高技術武器投入使用的特殊作戰。由於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大量投

入使用，將使整個戰場和作戰樣式發生顯著變化，給共軍黨委對

作戰的領導帶來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從而增大了工作難度。共

軍為了適應新戰爭形態下的需要，是否能隨時建立健全各級黨委

班子，保證組織指揮不間斷，將是共軍首要面臨的挑戰。 

第五節  厲行「三個代表」 

二○○○年二月下旬，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赴廣東考察，首次

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

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的根本利益的「三個代表」論述，同

年五、六月赴華東、西北調研，再度強調「三個代表」思想是「立

黨之本、執政之基、力量之源」，要求按照「三個代表」推進黨

的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建設。嗣後，大陸各地除相繼展開學

習傳達外，中共更組織理論班子對「三個代表」論述進行系統闡

釋和包裝，並將江澤民「廣東講話」喻為另一次「南方講話」。（中

共研究雜誌社，2002：1-20） 

二○○一年七月一日，江澤民在建黨八十週年慶祝大會發表

全文約二萬二千字的重要講話(以下稱「七．一」 講話)，在總

結中國共產黨八十年歷史經驗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三個代表」

思想內涵，表示將據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同時主張開放私

營企業主等六類符合條件者入黨，以擴大黨的社會基礎。「七．



一」講話旋即引發中共黨內左派發出「萬言書」嚴詞抨擊，指開

放私營企業主入黨決定違反黨章，最終將導致黨的分裂。十五屆

六中全會，高度評價江澤民以「三個代表」論述為主軸的「七．

一」講話，並認為「講話」主要係圍繞解決新的歷史條件下「建

設一個什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是一篇「馬克思主義

的綱領性文獻」。（江澤民，2001a：488-529）顯示江澤民已排除

「左派」等雜音干擾，基本統一黨內思想，並在「十六大」將「三

個代表」納入黨章，以確立江澤民歷史地位。 

壹、「三個代表」思想內涵 

二○○二年十一月十四日修改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將「三個代表」和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鄧小平理論並列，

作為共產黨的行動指南。「三個代表」思想內涵為：（江澤民，

2001a：488-529） 

一、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指黨的理論、路

線、綱領、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符合生產力發展規律，

體現推動先進生產力發展規律，體現推動先進生產力發展的要

求，以不斷提高群眾生活水平。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力發展要求

的首要任務是不斷提高工人、農民、知識分子和其他勞動群眾的

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勞動技能和創造才能、充分發揮其積

極性和創造性。 

二、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係指黨的理論、路

線、綱領、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

世界和未來，民族、科學、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提高全

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精神

動力和智力支持。 

三、始絡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利益，是黨的理論、路

線、綱領、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利益

作為出發點，在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群眾不斷獲得切

實的經濟、政治、文化利益。 



為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江澤民提出要做到「五個必

須」，此五方面預期將成為中共今後相當長時間的重點任務，並

以此為基礎推進改革進程：一、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的思想路線；二、必須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三、必須

堅持民主集中制；四、必須全面貫徹幹部「四化」方針和德才兼

備原則；五、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原則和「從嚴治黨」方針。

（江澤民，2001a：488-529） 

貳、共軍對「三個代表」的立場 

二○○二年一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總政治部主任于

永波曾強調指出，全軍部隊要大力加強基層建設，要使「三個代

表」進一步向基層延伸，要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官兵頭

腦，保持部隊的高度穩定和集中統一，從思想上、組織上、制度

上把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要求落實到基層，進一步增強高舉旗

幟、維護核心的堅定性和自覺性，更加緊密地團結在江澤民為核

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以理，2003：

40）二○○二年五月三十一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有關

「三個代表」重要講話後，共軍各級部隊即展開學習「　‧　　」

講話內容，指出要「牢固確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軍隊建設

中的指導地位」，並說明共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領導和指揮的

人民軍隊，是執行共產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三個代表」

不僅是「立黨之本、執政之基、力量之源」，同時也是共軍的立

軍之本。（解放軍報， 2002， 6/6： 1）中共建黨八十一周年《解

放軍報》社論更明白的揭示：「堅持以黨的旗幟為旗幟，全面貫

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堅定

不移地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堅持黨對軍隊

的絕對領導，是我軍永遠不變的『軍魂』。一切行動聽從以江澤

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指揮，是我軍最高的政治紀律。」（解放

軍報， 2002， 7/1： 1）  
到了中共黨「十六大」期間，無論是會前的表態，會中的發



言與會後的學習，共軍均明顯且充分地支持江澤民及其倡導的

「三個代表」。共軍各級重要幹部也公開表達了支持黨與軍委會

主席江澤民的決心；軍委會、四總部、各級機關、學校及部隊也

隨即展開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關共軍重要幹部（單位）

支持學習「三個代表」概況，詳如附表 4-1、4-2。 

 

 

 

 

 

 

 
 
 
 
 
 
 
 
 
 
 
 
 
 
 
 
 
 
 
 
 
 
 
 



附表 4-1：共軍主要幹部支持「三個代表」概況表 

 區分 

 

姓名 

發 表 言 論  
備考（資

料來源）

郭伯雄（ 

軍 委 副

主席） 

郭伯雄指出，我們學習貫徹十六大精神，一定

要緊緊抓住「三個代表」這個十六大的靈魂，

這條貫穿十六大報告的思想紅線。始終堅持黨

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在這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

上，任何時候都必須頭腦非常清醒，認識非常

統一，行動非常自覺，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任

何情況下都堅決聽從黨中央、江主席的指揮。 

曹剛川（ 

軍 委 副

主席） 

曹剛川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紀

建設黨、建設國家、建設軍隊的理論基礎和行

動指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十六大報告

的精髓、核心和靈魂，貫穿十六大報告的主

線。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十六

大報告的本質特徵。在世界風雲急劇變幻的形

勢下，我們黨之所以能頂住壓力、經受考驗、

蘶然不動，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道路

上不斷前進，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績，集中

到一點，就在於能夠與時俱進，做到始終代表

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

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

群眾的根本利益。這是國際共黨和我黨歷史經

驗的科學總結，集中體現了執政黨建設的根本

規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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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才厚（ 

軍 委 會

委 員 兼

總 政 治

部主任） 

徐才厚指出，確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

導地位，是十六大的歷史貢獻，必將對黨和國

家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三個代表」

是統領和貫穿十六大報告的靈魂和主線。學習

領會十六大報告，最重要的是理解和掌握「三

個代表」重要思想，特別是對報告中提出的新

思想、新觀點、新論斷，比如關於黨所處的歷

史方位的科學判斷，關於保持與時俱進的精神

狀態，關於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

務，關於黨的建設最根本的經驗等等，要深入

學習領會，真正掌握精神實質。 

梁光烈（ 

軍 委 會

委 員 兼

總 參 謀

長） 

梁光烈指出，十六大報告中確立「堅持國防建

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為軍隊實現

跨越式發展提供了難得的機遇。總參是中央軍

委的軍事工作部門，要根據十六大對國防和軍

隊建設的要求，逐條學習領會、深入思考、搞

好謀劃、抓好落實；要著眼全局，加強宏觀謀

劃，圍繞總體目標，把工作思路理清，把突破

口選準，把實現目標的措施搞實；要在軍事工

作謀劃指導中突出重點，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各

項任務抓緊抓牢抓出成效，實現整體水平的躍

升；要紮實推進軍事工作改革發展，確實更新

觀念，以作戰需求為牽引，進一步明確改革和

發展的目標；要堅持科技強軍，狠抓科技練

兵，深化院校改革，加強科研創新，培養高素

質新型軍事人才，把改革發展向縱深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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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錫龍（ 

軍 委 會

委 員 兼

總 後 勤

部部長） 

廖錫龍強調，十六大報告提出了新世紀、新階

段黨和國家的奮鬥目標和行動綱領，鮮明地回

答了黨在新時期舉什麼旗、走什麼路、實現什

麼目標等一系列重大問題。各級黨委和領導要

聯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聯繫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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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建設的實際，聯繫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實

際，對十六大的重大歷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黨

面臨的國際國內形勢、十三年的偉大歷程和基

本經驗以及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

根本要求，進行全面深入地學習領會，確實把

報告精神和要求，轉化為我們觀察問題、認識

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論，轉化為深化後勤改革

的強大動力；要集中精力謀全局、抓大事，認

真研究和解決後勤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的重

大問題，科學規劃、系統計劃軍隊後勤建設和

改革的目標任務，確保軍對後勤現代化建設的

跨越式發展。  

李繼耐（ 

軍 委 會

委 員 兼

總 裝 備

部部長） 

李繼耐指出，各級黨委尤其是高中級領導幹

部，一定要深刻理解十六大的歷史地位和重大

意義，確實把官兵思想統一到十六大精神上

來，把部隊工作納入十六大提出的各項任務上

來。要緊緊圍繞十六大的主題，牢牢把握十六

大的靈魂和精髓，確實把思想和行動凝聚到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使

之真正成為觀察分析問題的科學世界觀和方

法論，成為檢驗各項工作成敗得失的根本尺

度，成為官兵成長進步、立身做人的行為準

則，成為我們一切建設和工作的根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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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參考潘進章（民 92：75-76）《中共黨軍關係之研

究-中共十六大為例》 

由上表可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共軍四總部主要幹部對

於中共「十六大」的參與、宣揚及學習軍委會主席江澤民所倡導

的「三個代表」精神，是全面性與積極的。 

 

 



附表 4-2：共軍各單位學習「三個代表」概況表  

  區分 

單位 
學 習 概 況 

備考（資

料來源）

中央 

軍委會 

中央軍委會主席江澤民明確要求，貫徹十六大

精神，軍對要走在前列。副主席郭伯雄勉勵全

軍軍級以上領導幹部指出：「學習十六大精神是

一項帶有根本性的長期任務」；副主席曹剛川則

指出：「要把深入學習貫徹十六大精神，作為領

導幹部第一位的政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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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軍

委會紀

律委員

會 

中央軍委會紀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紀委和紀檢

部門認真貫徹黨的十六大精神，牢固確立「三

個代表」重要思想在軍隊黨風廉政建設中的指

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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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參謀

部 

總參謀長梁光烈 11 月 17 日要求總參各級黨委

和領導一定以高度的責任感，認真貫徹落實好

十六大精神，用十六大精神凝聚人心，積極謀

求軍事工作和建設的不斷創新發展。 

總政治

部 

總政治部 11 月 18 日召開機關幹部和直屬單位

領導大會，總政治部主任徐才厚指出，要高舉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持黨對

軍隊的絕對領導作為思想政治建設的根本任

務。 

總後勤

部 

總後勤部長廖錫龍 11 月 17 日在總後召開黨委

擴大會議中指出：要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緊緊圍繞為打得贏提供有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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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裝備

部 

總裝部長李繼耐 11 月 18 日在召開駐京單位和

機關軍以上領導會議中指出，總裝各級黨委要

自覺把思想和行動統一到十六大精神上來，迅

速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

潮。 

海軍 

11 月 16 日，海軍黨委常委召開會議，傳達貫

徹黨的十六大精神，海軍司令員石雲生、政委

楊懷慶表示，在新世紀新階段，有黨中央、中

央軍委的正確領導，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的指引，海軍部隊一定能夠與時俱進，開拓創

新，加快實現現代化建設的跨越式發展。 

空軍 

11 月 18 日上午，空軍召開黨委會議，集中傳

達貫徹黨的十六大精神，並進行認真討論。空

軍司令員喬清晨、政委鄧昌友在學習討論中談

到，一定要把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

為空軍各項工作中的指導地位。。 

第二炮

兵 

11 月 17 日，第二炮兵昭開黨委常委擴大會議，

集中傳達貫徹十六大精神。大家一致認為，全

面貫徹十六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決聽

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主席的指揮。 

軍事科

學院 

11 月 19 日，軍事科學院召開全院幹部、戰士、

職工和離退休幹部大會，傳達貫徹十六大精

神。院長張定發、政委溫宗仁表示，一定要高

舉鄧小平理論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在黨中央、中央軍委領導下，推動

軍事科研事業的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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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

學 

十六大剛剛閉幕，國防大學黨委常委就連續兩

天集中傳達學習十六大精神。11 月 18 日，又

召開了由機關幹部、教研人員、離退休幹部和

學員參加的學習貫徹十六大精神動員大會。校

長邢世忠、政委趙可銘表示，一定要緊緊圍繞

十六大的主題，緊緊把握靈魂和精髓，把十六

大精神學習好宣傳好貫徹好。 

瀋陽軍

區 

十六大代表返回駐地的當天，瀋陽軍區黨委常

委就分頭組織傳達貫徹十六大精神，隨後又召

開軍區機關黨員幹部大會，對學習貫徹十六大

精神進行動員河部署。軍區司令員錢國梁、政

委姜福堂要求各級領導幹部，在學習宣揚貫徹

十六大精神中，努力成為勤奮學習善於思考的

模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模範，勇於實踐、

銳意進取的模範。 

北京軍

區 

11 月 16 日上午，北京軍區黨委常委召開會議，

學習貫徹十六大精神。軍區司令員朱啟、政委

杜鐵環在發言中表示，堅決擁護新一屆黨中

央、中央軍委，在「三個代表」偉大旗幟引指

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高標準完成我軍機械化

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歷史任務。 

蘭州軍

區 

十六大後，蘭州軍區領導機關集中進行了黨的

十六大精神的傳達貫徹。軍區黨委常委和四大

部機關的領導同志，先後兩次聯繫實際進行了

討論。軍區司令員李乾元、政委劉永治結合參

加十六大的感受，帶頭暢談學習體會。並表示，

一定要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牢固確

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部隊建設中的指導

地位，紮紮實實做好軍事鬥爭準備，在不斷創

新中謀求部隊建設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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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軍

區 

11 月 19 日，濟南軍區召開黨委常委會，傳達

貫徹黨十六大精神。軍區司令員陳炳德、政委

劉冬冬表示，要在全區部隊迅速興起一個學習

宣傳貫徹十六大精神的熱潮，切實把官兵思想

統一到十六大精神上來。 

南京軍

區 

11 月 18 日上午，南京軍區召開軍區領導、機

關及直屬部隊黨員幹部大會，傳達貫徹十六大

精神，並對部隊學習貫徹作出具體部署。軍區

司令員朱文泉、政委雷鳴球傳達十六大基本情

況和主要精神，要求各級黨委增強政治意識、

大局意識、責任意識，把學習宣導貫徹十六大

精神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

務。 

廣州軍

區 

11 月 19 日，廣州軍區召開黨委常委會，傳達

十六大精神，並就基層部隊貫徹落實十六大精

神作出部署。軍區司令員劉鎮武、政委劉書田

強調，各級黨委一定要緊緊圍繞十六大的主

題，牢牢抓住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這個中心環節，迅速在全區部隊落實貫徹十六

大精神的熱潮。 

成都軍

區 

十六大一閉幕，在北京參加會議的軍區司令員

王建民、政委楊德清，就打電話隊全區部隊學

習貫徹十六大精神作出部署。11 月 15 日，在

軍區的黨委常委和四大部領導集中傳達了十六

大精神。 

國防科

技大學 

11 月 18 日，國防科技大學分別召開黨委常委

會和全校教職員工大會，傳達貫徹十六大精

神。校長溫熙森代表校黨委要求大家，一定要

把思想和行動統一到十六大精神來，把智慧和

力量凝聚到實現十六大提出的任務上來，為創

建有共軍特色的世界一流大學作出貢獻。 



武警部

隊 

11 月 18 日，武警部隊召開黨委會議，認真傳

達貫徹十六大精神。武警部隊司令員吳雙戰、

政委徐永清表示，武警部隊牢固確保「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按照十六大報告

中提出的「加強全面建設，永遠作黨和人民的

忠誠戰士」的要求，真正把武警部隊鍛造成為

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勝利之師，圓滿完成黨

和人民賦予的各項任務。 

各級部

隊 

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認真學

習貫徹黨的十六大精神的通知》，要求全軍核武

警部隊按照中央《通知》的要求，圍繞主題，

把握靈魂，狠抓落實，紮紮實實作好學習貫徹

十六大精神的各項工作。各級部隊隨即依《通

知》全面展開學習中共十六大精神活動。 

 

總政治部組成十六大宣講團，分赴各單位宣講

「十六大報告」、「三個代表」、「十三年基本經

驗」、「建設小康社會」、「加強和改進黨的領導」

及「國防和軍隊建設」等，以落實中共十六大

的路線、方針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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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級以

上幹部 

2002 年 1 月 26 日全軍軍級以上領導幹部學習

貫徹十六大精神理論幹訓班在北京國防大學開

學，總政主任徐才厚在開學典禮講話中要求全

軍各級黨委和領導要從黨、國家和軍隊建設的

全局上充分認識抓好十六大精神學習貫徹的重

要性，以強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通過領導幹

部的模範帶頭作用和紮實工作，在全軍部隊迅

速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

潮。推動十六大精神在全軍的貫徹落實。又說：

舉辦軍級以上領導幹部學習貫徹十六大精神理

論幹訓班，是全軍學習十六大精神的一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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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措。集中這麼多高級幹部來學習，表明了中

央軍委抓好學習貫徹十六大精神的決心，體現

了從領導幹部抓起的部署要求。 

  資料來源：參考潘進章（民 92：77-80）《中共黨軍關係之

研究-中共十六大為例》 

由上表可見，共軍各級部隊均主動表態支持中共十六大，以

及江澤民所倡導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然而上述共軍的支持

態度，是來自傳統形式或是發自內心？是值得探究的。一般而

言，極權國家往往掌握媒體資訊，內部爭議外人很難窺視。因此，

共軍對江澤民「三個代表」支持與學習的立場仍待觀察，其實質

效果亦有待商榷。 

參、對共軍「黨委制度」的影響 

共軍認為，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回答了新世紀

建設一個什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根本問題，是今後加強軍隊

黨的建設的根本指南思想。這一思想提高了軍隊黨的建設的起

點，為統攬軍隊黨的建設的各項工作提供了新的指導。共軍按照

「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軍隊黨的建設，強調關鍵是必須有黨的

堅強領導，如果離開軍隊各級黨委的核心領導作用、基層黨支部

的戰鬥堡壘作用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一切都將落空。（裘

克人、劉振忠主編，2002：332-333） 

共軍黨的建設貫徹落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主要體現在以

下三個方面（裘克人、劉振忠主編，2002：333-334）：首先，代

表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必須落實到在高技術戰爭的條件

下大大提高我軍的戰鬥力，軍隊黨的建設要圍繞「打得贏」的歷

史課題做好文章；其次，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必須落

實到繼續保持與發揚我軍的政治優勢，軍隊黨的建設要圍繞「不

變質」的歷史課題有新的舉措；再次，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

本利益，必須落實到堅持我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軍宗

旨上，軍隊黨的建設始終要以是否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聯系作



為檢驗一切工作成敗的根本標準。裘克人、劉振忠（2002：339）

更進一步指出：「在今天貫徹『三個代表』思想加強軍隊黨的建

設的過程中，應該大力宣傳這一領導制度（黨委制度）的先進性，

從而更好地增強這一制度的自覺性。」 

共軍要求軍隊貫徹落實「三個代表」，目的仍在強化黨對軍

隊的絕對領導。裘克人、劉振忠（2002：352）就提出：「保持軍

隊黨的先進性，首先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鞏固與加強這

一我軍不變的軍魂。其次，要堅持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

增強各級黨委和基層黨支部的戰鬥力。再次，還必須堅持健全黨

內監督制度，有效制止損害黨的先進性的腐敗風氣的蔓延。最

後，所有這些要求都要落實到全體黨員自覺保持和維護黨的先進

性上。」 

前述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治軍理念歸結到最後只有一個目

的，那就是江澤民企圖以「三個代表」來貫徹落實「黨指揮槍」，

並以「黨指揮槍」的名義來掌握軍權，進而反過來要利用軍權，

來穩固他的領導地位。江澤民為實現「三個代表」的治軍理念，

除賦予理論上的正當性，亦將之明定於黨章之中，使其領導武裝

力量具有合法性。而從共軍大力宣傳並增強黨委領導制度的先進

性與自覺性觀之，江澤民此一治軍理念對共軍「黨委制度」已經

發揮了強化的作用與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