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主題及背景 

國軍政戰制度自一九二四年「黃埔建軍」以來，即與國軍戰力之強弱息息

相關，亦與國脈民命之興衰密不可分。蔣中正在「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一書

中指出：要剿滅赤匪必須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足見政治作戰在軍事戰爭

領域中所佔的份量。 

國軍與共軍的政戰（工）制度，在發展的淵源上皆與列寧主義式政黨（The 

Leninist Party）黨軍建立有所關聯；因此，國軍與共軍在軍隊的建立上，都是受

到當時蘇聯紅軍制度的影響，尤其在軍隊政戰（工）制度，政治教育的目標及

其整個軍隊的關係，有許多類似或雷同之處。例如：共軍政治教育，即在灌輸

黨的主義，傳播革命思想，使廣大官兵懂得「為誰打仗？為什麼打仗？」而國

軍的政治教育目標亦在使官兵瞭解「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長期以來，兩岸政府均賴軍隊鞏固政權。而軍隊的強大，又賴經年的政治

教育。中華民國在二位蔣總統時期，雖處於動員戡亂及戒嚴體制之下，但仍有

推動民主憲政的實質。然由於軍隊長期的實施政治教育，使官兵有了「統一的

思想、統一的觀念、統一的行動」，才能鞏固領導中心的地位，才不致發生政變，

才能夠維持社會的安定，確保國家的安全。惟自解嚴及終止動員戡亂後，由於

經濟化、民主化及自由化的快速發展，國軍持續地實施精實案、精進案，且與

社會關係的俱增，國防事務不僅趨於「透明化」，以接受民意的監督；同時經過

了「政黨輪替」的政治情勢，確保國軍效忠憲法、效忠國家、愛護人民，讓政

權「和平轉移」的考驗，使國軍成為政局安定的重要力量。由此觀之，政治教

育必須不斷地改革，方能肆應時代的變遷與挑戰。 

中共自建立政權以來，雖然一直標榜「黨指揮槍」，即在形式上由黨控制代

表「槍」的軍隊，但實質上中國大陸領導人物都必須獲得軍隊的支持，也就是

槍桿子出政權，否則其領導地位可能不保。如「文革」時期，毛澤東必須仰賴

林彪，而毛妻江青也必須以「民兵」組織，來增加其革命鬥爭的資源。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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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進行「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江澤民也必須緊緊抓住「中央軍事委

員會主席」的職位，以確保其能真正控制軍隊。同樣的，中國大陸歷任領導人

均重視軍隊的政治教育，以統一共軍思想、統一共軍行動、鞏固其領導地位。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兩岸軍隊政治教育雖師出同門，然由於中共仍不放棄以武力犯台，導致兩

岸仍處於軍事對峙的態勢。基於政治作戰在軍事作戰中所處地位的不可替代

性，而政治教育又是政治作戰中思想戰最關鍵的議題，故對兩岸軍隊之政治教

育從事比較研究，確有其重要的學術及實用價值。筆者長期從事國軍政治教育

的實務及研究工作，自然對兩岸軍隊政治教育的發展及變遷，有著高度的興趣。

尤其是兩岸軍隊在面對內、外社會環境的變遷或重大事件時，如何調整制度、

政策、方式，以為因應，實為吾人研究此題目的最大動機。 

孫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不殆。」共軍在面對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

化的改革，在政治教育上，似乎有愈來愈強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形；同時，也

不斷透過政治教育，加強共軍以武力犯台，達成其統一「中國」的意志。最近

中共進行民意調查，有 99.3%的人反對「公投立法」。因此，本論文主要目的即

藉「兩岸軍隊政治教育」之比較研究，瞭解彼此在政治教育上的特點與弱點，

以提供國軍精進政治教育之參考。   

第三節 研究假設與文獻探討 

壹、研究假設 

一、國軍政戰制度與共軍政工制度，在歷史演進過程中，因受政治、經濟、思

想文化環境的影響，各有其階段性的優點與缺點，且呈現敵消我長、我消

敵長之現象。即：誰的政戰（工）制度健全，誰的政戰（治）工作推展就

能順利，誰就能掌握軍心士氣，誰就能獲取軍事作戰的勝利。因此，面對

以「槍桿子出政權」，以「政治領導掛帥」的共軍，國軍更應強化政戰制度，

精進政治教育，期能在思想、心理等無形戰場上，立於不敗之地，進而達

到不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3

                                                

二、在整個大前提下，國軍與共軍當年的政戰（工）制度，是同根同源的，其

理論均始於蘇聯紅軍。嗣因兩岸隔離，國軍與共軍始各自發展出一套具有

相當規模的體系和作法。1惟由於內外社會環境的變遷，共軍不斷強化政工

制度，精進政治教育；相對的，國軍政戰制度日漸式微，政治教育不受重

視。假設任此狀況繼續發展，恐不待共軍犯台，國軍自己就潰敗了。 

貳、文獻探討 

由於探討國軍或共軍軍隊政治教育之相關學術論文或專著並不多見，而有

關共軍的資料又不易獲得，且鮮有學者將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加以比較，故研究

此一問題，除筆者數十年從事政治教育實務經驗外，僅將國內有關研究國軍與

共軍政治教育論點或文獻分述如次。 

一、研究國軍政治教育的文獻 

首先從國軍政治教育的論點，概可歸為三個取向，即持肯定、否定、改革

態度者： 

（一）持肯定態度者 

  解嚴後對國軍政治教育持正面及肯定態度的研究，主要在探討國軍政治教

育的由來、演進，如意義、目的、實施方式，2內涵、功能，3認為政戰制度或政

治教育在堅定官兵思想，鞏固領導中心，強化精神武裝，揭發共黨暴行與陰謀，

激勵三軍戰志，維護部隊戰力及政治安定具有貢獻。4以上學者之論點，均著重

軍隊政治教育對增強部隊精神戰力的功能。然未對政治教育與「黨化軍隊」或

「軍隊國家化」的關係，做深入的探討，使官兵對民主政治及民主化的認知，

仍嫌不足。 

（二）持否定態度者 

     解嚴後，國內學者對政治教育的質疑或批判陸續出現。有人認為國軍政治

教育係國民黨在軍中施行黨化教育，違背軍隊國家化的憲政精神與軍隊中立的

 
1 洪陸訓，軍事社會學－武裝力量與社會，台北：麥田出版 1999，頁 433。 
2 謝信堯，「黃埔建校初期思想的政治教育」，黃埔建軍七十週年論文，1994。 
3 徐雲龍，「台灣海峽兩岸政治教育實施與評估」，復興崗學報，第四十五期，1991。 
4 盧國慶，「國軍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的社會化角色與功能」，復興崗學報，第四十二期，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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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場5，或以霸權的角度來批判國軍政治教育，認為此乃落實國民黨威權統治強

而有效的機制，壓抑本土意識的「毒素思想」，建構大中華意識，及壓抑社會反

對勢力，造成軍隊與人民的對立。6尤其是在民進黨成立後，更大力批評政戰制

度、政治教育，並於其黨綱中行動綱領－我們對當前問題的具體主張（二）國

防第三項就明訂「廢除國軍政戰制度」，7此派學者，甚至執政官員，均站在「黨

化教育」的觀點，持批判的態度，而忽略了國軍政治教育的歷史背景及時代需

要，在二０００年總統大選之際，國軍貫徹「軍隊國家化」的表現，為我國政

黨輪替提供了最堅實的後盾；同時，也證明國軍政戰制度及政治教育的正面功

能。 

（三）持改革態度者 

事實上，政治教育必須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採取必要的調整，才能發揮

其功能，任何軍隊都不免有政治立場，因此，政治教育不可免除，但在我國家

體制由「列寧式黨國體制」，轉變到民主憲政國家的過程中，軍隊廢除「黨工體

制」實有其必要，而「政工系統」則具有提高戰力的作用，當予保留。8國軍政

治教育要由威權時代「黨化教育」轉型為建立「軍隊國家化」的教育，成為軍

隊國家化的「催生劑」的角色。9高永光則從人本教育的角度來研究，他指出：「人

本教育的重點在『對人類的瞭解』，強調人類潛能充分發揮，集中探討人的價值，

並把人當做是『一個統合的整體』」。並以此理念分析國軍政治教育的定位、內

涵與經營策略，強調國軍政治教育應從人本精神出發，加強充實人本教育的內

涵，以豐富軍中的人本文化，精進國軍政治教育。10洪陸訓與洪松輝則以軍事社

會學觀點論述軍中公民教育，認為軍隊是大社會的一環，無法與世隔絕，而且

要與社會保持適切互動；因此，大社會的公民教育需與軍中相互銜接，使軍隊

發揮「國民訓練」的功能。11林吉郎亦指出：「為因應未來的戰爭型態，專業軍

人的政治智慧與軍事專業知能，同樣不可或缺，有賴專業教育與通識教育兼容

 
5 台灣研究基金會，1989；陳水扁、柯承恩，1992。 
6 林育清，1989；蔡崇隆，1994。 
7 第八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正，1999 年 5月 8、9日。 
8 鄭曉時，軍人參政與軍隊國家化，中國論壇，第二十卷五期，1988，頁 84；國軍的政治立場與政治教育，國

家政策雙周刊，第八十七期，1994，頁 12。 
9 蘇進強，「國軍政治教育與國家化的演進」，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1998，頁 84。 
10 高永光，從人本教育的角度看國軍政治教育的定位、內涵與經營策略，1999。 
11 洪陸訓、洪松輝，從軍事社會學論軍中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國魂 621期）1997，頁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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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蓄。」12另政治教育應朝通識化的方向精進，以豐富軍人的人文素養，而要具

體落實則須政治教育與管理教育相結合。13以上學者對國軍政治教育不僅持正

面、肯定的態度，而且認為有精進改革的空間，也為國軍政治教育的改革提供

思維的方向。 

二、研究共軍政治教育的文獻 

  一九九一年江澤民在慶祝中共成立七十週年大會上指出：「意識形態領域是

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鬥爭的重要領域。」14政治學者蘭尼（Robert E. Lane）將

政治意識形態歸納為七個特色：第一、意識形態討論的重點包括誰是統治者，

統治者為何形成和統治方法如何等相關問題。第二、意識形態是指一些爭辯性

的觀念，用以說明或駁斥敵人的觀念。第三、意識形態具有整個的價值功能。

第四、意識形態通常提供一些防禦、改革或廢除社會制度的計畫和程序。第五、

意識形態是統治集團權力合理化的藉口，即統治集團獲取和鞏固其既得利益的

根據。第六、意識形態在內容和形式上都是有規範性、倫理性、道德性的特質。

第七、意識形態具有信仰系統的結構和形式。15筆者認為共軍的政治教育著重在

意識形態－馬列主義、毛澤東、鄧小平及江澤民思想的建構。 

  一九九七年中國共產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把鄧小平理論確立為黨的指導

思想，並鄭重寫入黨章。同時，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強調：「在社會主義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旅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理論

的偉大旗幟，用鄧小平理論來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因此，堅持解

放思想，實事求是，不僅開拓了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也把對社會主義的認識

提高到新科學水平，對當今時代特徵和總體國際形勢做出了新的科學判斷，形

成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的科學體系，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歷史條件

下繼承與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16

  近期中國大陸國防大學及國防科技大學分別出版了「現代高技術戰爭政治

 
12 林吉郎，「二十一世紀軍隊政治教育、軍事領導和精神戰力關係的戰略思考」，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論文。

1998，頁 10、27。 
13 同前註，頁 117。 
14 求是雜誌，第 13期，1999，頁 10。 
15 蘭尼，1962，頁 14、15。 
16 解放軍報理論印編，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學習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決定，北京：長征出版社，199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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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7「高技術條件下軍隊思想政治工作新論」18等兩本書，詳細論述目前共

軍的政治教育及工作內容，其中特別強調克勞塞維茨的至理名言：戰爭是通過

政治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中共認為：當今世界的高技術戰爭，實際上更是政治

戰，從英阿福克蘭戰爭，到科索沃戰爭，以及美英聯軍攻打伊拉克，都是始於

政治爭奪，終於政治解決；所以說，政治戰場是戰爭準備與戰爭實施的特殊戰

場，而政治工作是整個戰爭進程和贏得戰爭勝利不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越

是高技術戰爭，政治工作越是重要，政治性工作可以說是無時不有、無處不在、

無孔不入。在現代化的時代，誰要贏得高技術戰爭的勝利，誰就不能不特別重

視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為共軍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證，強

大的精神動力和智力支持。無怪乎毛澤東也強調：政治工作就是巨大的戰鬥力。

拿破崙亦曾指出：戰場上的勝利四分之三取決於精神因素。 

  因此，我們研究共軍政治工作及政治教育應從其意識形態之領域去探討，

也就是從馬列主義、毛澤東、鄧小平及江澤民思想去瞭解中共軍隊政治工作的

本質、目的，而最直接的就是從共軍政治教育上去深入探討，以期師敵之長，

並做為精進國軍政治教育之參考。 

第四節 研究方法、途徑、架構及限制因素 

壹、研究方法 

本論文研究方法採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和文獻分析法（Data 

Analysis）兩種 

一、比較法 

任何知識來自於「比較」，因此，「比較」是認識事物的基礎。「比較」牽涉

到類別（classification）及不同種類的事物可否比較；以及標準（criterion）的問

題，及比較的依據是什麼？「比較」方法經過多年的運用及演變，大體上，學

術界已經能夠接受，不論任何事物，皆可以放在「對照」（如黑與白）及「比較

差異」和「相同」的光譜中，即從完全不同到完全相同的「比較」。因此，把國

 
17 袁忠訓、張成富，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月，頁 4。 
18 黃甫生、劉戟鋒，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2000 年 1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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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和共軍放在一起比較，應屬可行，本論文即從兩岸軍隊的政戰（工）制度的

演進、政戰工作的異同，進而比較雙方政治教育的目標、內容，及其特點、弱

點。 

二、文獻分析法 

使用文獻分析法的學者，習慣用各種既存的史料、官書及回憶錄等資料，

來找出事情的真象，或印證某一事情的主觀看法。19故以文獻做為資料的方式，

在思考邏輯上著重於演繹推理。20因此，文獻探討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很重要的步

驟，而在敘述問題以後，最好有文獻或統計資料做佐證，使問題有其確定性，

而且在分析資料時，若有文獻做參考，則此研究的發現必將更詳實。本論文在

綜合分析有關兩岸軍隊政治教育之重要官方文獻，探討兩岸軍隊在面對內外社

會環境的挑戰、決策及效果等，以避免斷章取義。 

貳、研究途徑 

本論文採取以下之研究途徑（Approach），做為資料蒐集、排列及取捨的標

準。 

一、制度研究途徑（Institutional Approach） 

我國行政學鼻祖張金鑑認為：「制度者乃約束人群行動的共同規範，社會生

活的一致準繩。制度就是人群的生活規範或行為法則。」21「凡為建立政戰組織

與推展政戰作為的一切規律，以求達成軍事目標者，即為『政戰制度』。」22共

軍《軍官手冊》解釋，軍隊政治工作制度是「軍隊政治工作的遵循的規則和程

序」，它包括政工的領導和工作制度。
23
可見兩岸的軍隊政治工作的政策、計畫

到執行，均由特定完善的制度落實到基層；因此，透過有關「政治工作」制度

的研究，將有助於對兩岸軍隊政治教育的深入瞭解。 

二、歷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19 政治研究方法與統計，台北：五南，1997，頁 72。 
20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1994，頁 247。 
21 張金鑑，各國人事制度概要，1997，頁 1。 
22 三軍大學，軍制學，1991，頁 9-1。 
23 向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手冊陸軍分冊，1991，頁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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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師錢穆認為：「研究制度，不該專從制度本身看，而該透過與制度相

關之一切史實來研究。」
24
易君博則指出：「歷史研究法是從個別歷史事實的因

果關係去『重建過去』。
25
因此，從兩岸軍隊政戰（工）在各個不同時期的歷史

演進，以及其所反映的事實對軍隊政治教育的因果關係，加以整理，做為精進

國軍政治教育的借鏡。 

三、決策研究途徑（Decision-making Approach） 

決策乃政治活動的中心，政治行為的源泉或結果，且具週遍性。決策者是

能運用充份的理性來計算各種選項的利弊，然後再作抉擇的，換言之，決策是

藉連續的有限比較（successive limited comparison）以達到「小幅累積的改變」。

26同樣的，兩岸軍隊政治教育亦有週遍性，為官兵政治行為的源泉或結果，如前

所述，兩岸政戰（工）制度同根同源，但由於決策者理性選項不一，而造成彼

此軍力強弱的變化，尤其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差異更大。毛澤東也曾指出：政治

工作是我軍的傳家寶，是我軍的生命線。一直為共軍官兵堅定不移的信念，以

致在抗戰勝利後兩年竊據大陸，並於一九四九年建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

權。反之，國軍由於改編政戰組織，政戰制度隨之改變，政戰精神蕩然無存，

以致大陸淪陷；在政府播遷來台後，於一九五０年蔣中正乃決心強化國軍政戰

制度，將政工局改為總政治部，並任蔣經國為主任，從此，國軍政戰制度得以

起死回生，與共軍政工制度匹敵、抗衡。 

四、系統研究途徑（Systematic Approach） 

系統理論是二次大戰後政治學界極為流行的研究途徑，尤其創造者係政治

學界大師 David Easton，因而受到高度重視，其系統論基本架構如附圖一；此系 

 

 

 
 

24 錢穆，中國歷史研究法，1988，頁 27、28。 
25 易君博，政治理論研究與方法，1980，頁 165。 
26 呂亞力，政治學方法論，1979，26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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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David Easton系統論基本架構  

 

統理論晚近受到批評，一般認為仍過於粗糙。不過，筆者認為本研究主題以系

統途徑分析比較，仍有其必要。因此本論文即以系統理論探討內、外社會環境

對兩岸軍隊政治教育所造成的壓力，及其輸出的政策。 

參、研究架構 

  兩岸軍隊的政治教育，均受內、外社會環境的影響。就國軍而言，各國文

化的影響、民主化的進程、兩岸關係的發展，及「本土化」的要求，對國軍政

治教育均形成調整的壓力。就共軍而言，自中國大陸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

後，不僅受西方文明的衝擊，而且發生「六四天安門事件」及台灣經濟繁榮、

政治民主的成就等，也造成共軍政治教育必須適應改變的需求。換言之，兩岸

軍隊政治教育必需關注國際社會及國內社會環境的發展而適時調整。其研究架

構如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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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 
決策

兩岸軍隊政治教育
制度、目標、內容之
調整、參與政治活動
規範。 

 

 

支持 

內社會環境因素
國軍：動員戡亂、戒嚴、解嚴、
終止動員戡亂、總統直選、精實
案等。 
共軍：三反、五反、文化革命、
改革開放、六四天安門事件等。

外社會環境因素
美、中、台三角關係、波灣戰爭、
美國反恐戰爭、自由化、全球
化、加入WTO、網路世界。 

 

 

 

 

 

 

 

 

 

 

 

 
圖 2. 兩岸軍隊政治教育之比較研究架構 

 

肆、限制因素 

一、資料取得的限制 

最主要的限制還在於大陸軍方資料之不易取得；同時受限於筆者

份，不便前往大陸進行資料蒐集及實際之訪談。因此，對於中共軍隊

解，僅能止於國內外文獻資料的分析。 

二、研究範圍的限制 

一九三０年十二月國軍對共軍實施第一次圍剿時，國共軍隊即展

直至今日仍處於對峙狀態，因受時間久遠及篇幅限制，故本論文研究

岸軍隊受到的重大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挑戰為研究指標，如我國「動員

「終止動員戡亂」、「政黨輪替」時，國軍的因應作為，及共軍在「文化

「改革開放」、「六四天安門事件」時，如何調整政治教育作為等；換

選擇兩岸在國內或國際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做為本論文研究論述的

餘演變過程僅做概略性背景說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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