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制度的探討 

  哲學大師牟宗三先生曾在「六四天安門事件」後的一場公開演講中指出：

這不但是個轉型的時代，也是個危疑的時代。雖然已事隔十四年，但現今的國

防事務仍具相當的啟示性。近年來，部分國人一方面要求刪減國防預算，精減

國軍員額，縮短兵役役期；另一方面卻又擔心中共武力犯台，要求中共撤除飛

彈。同樣的，以政戰事務為例，有些人一則主張廢除政戰制度，簡化政戰工作，

另則憂慮中共滲透、破壞、分化、顛覆影響軍隊安全，軍心士氣。 

國軍與共軍的政戰（工）制度，均源自於一九二四年「陸軍軍官學校」建

校，在發展的淵源上皆與列寧主義式政黨黨軍建立有所關聯。因此，國軍與共

軍在軍隊的建立上，都受到當時蘇聯紅軍制度的影響，尤其在軍隊政工制度，

政治教育有許多類似或雷同之處。共軍的政治教育在灌輸黨的主義，傳播革命

思想，使廣大官兵懂得「為誰打仗？為什麼打仗？」而國軍的政治教育亦在使

官兵瞭解「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由此足見，國軍的政戰制度與共軍的政工

制度雖師出同門，政治教育的目標亦殊途同歸，然國軍與共軍政治教育則因背

景的不同，時代的演變，立場的迥異，在制度面上仍有其異同之處。 

蔣中正曾指出：反共復國戰爭，是「以武力為中心的思想總體戰」，亦即「以

思想為本質，以武力為中心，以總體為型態」的革命戰爭，故「革命戰力，乃

精神重於物質」；而當前的「反共戰鬥」，更是勝負取決於思想，所以，蔣中正

特別強調思想教育是「革命建軍的基礎。」1而蔣經國對思想（政治）教育至為

重視，也曾強調：「共匪在三十八年得以僥倖的成功，乃是由於它在思想上把我

們打垮。所以我們今天一面要在思想上擊破共匪，另一方面要在思想上保衛自

己。」2他在一九五０年主持國軍政工改制，即全面加強官兵思想教育，並明確

提示：「我國民革命軍力量的基礎，不是憑藉於武器的精良和裝備的齊整；而是

寄託在認識的正確，軍心的團結，和鬥志的高昂。因此，要提高國軍的戰力，

唯有從加強政治教育與官兵團結著手。」3他進而強調：「國軍政戰工作，其實就

                                                 
1 領袖蔣公訓詞：「組織的建立與運用」-反共復國革命實踐講集，台北：中央文供社，民國 42 年 10月，頁 510。 
2 「蔣經國總統集」第二冊，頁 17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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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領袖蔣公訓詞：「組織的建立與運用」-反共復國革命實踐講集，台北：中央文供社，民國 42 年 10月，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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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工作，也就是發揮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謂的思想、信仰、和力量的工作。

因為政戰工作要使官兵有正確的認識－認識主義，認識真理、堅定思想、堅定

信仰，然後才能發揮其大無比的力量。」4所以說，國軍的政治教育是以三民主

義為中心的思想教育。 

而在共軍方面，中共自建立政權以來，即以「黨指揮槍」，就是由黨來控制

代表「槍」的軍隊，也就是以黨工來掌握軍隊，而共軍的政工，實質是黨工的

化身，政工除了在軍隊執行黨務工作之外，也推動一切政治工作，包括政治教

育、文宣服務、軍心士氣及組織群眾等項目。雖然如此，共軍在初期也產生政

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的關係問題。有的同志認為：「軍隊能打仗就行了，軍事高於

一切。」的純軍事觀點。然自一九二九年十二月廿九日，中共在福建古田召開

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制定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後，即為共軍政工制度與政治工作奠定了基礎。

決議中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同時更強調：「軍隊要生

存，就要靠政治工作。」所以，毛澤東也曾指出：「政治工作是戰爭一切工作的

生命線。」所以說，古田會議制定了一條馬克思、列寧主義的建軍路線，奠定

了共軍政治工作的基礎。古田會議不僅迅速統一了紅四軍的思想，使其官兵上

下一心，團結一致。5因此，共軍的政治教育是以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中心

的思想教育。 

國防武力乃包括軍事作戰（有形戰力）和政治作戰（無形戰力），即蔣中正

所說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物質、七分心理；三分敵前、七分敵後。」

的戰爭最高指導原則。蓋國防武力乃國力的主要因素，而國防武力取決於武器

裝備的精良與否，惟真正使用裝備，發揮武器效能者乃在於「人」，「人」的思

想意念是主導人類行為的要件，精神力量更是匯集軍民士氣的源泉。國軍教戰

總則第十條：政治作戰－國民革命戰爭，以武力為中心之思想總體戰；而政治

作戰乃以思想為主導，以組織為骨幹，團結官兵，壯大自己，瓦解敵人。因此，

軍人能否效忠國家、保護人民，進而效命疆場，戰勝敵人，端賴平時的政治教

 
4 「總統重要號召及有關宣傳問題訓示集要」增編本，頁 304、310。 
5 姜思毅，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講義），北京：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1984 年 6月，頁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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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什麼叫「政治教育」？阿蒙（Gabriel A . Almond）6認為，政治教育是國家

對其國民進行有計畫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過程，目的在使國民

養成對該國政治文化規範、價值與權威標準的認同與感情。相同地，軍隊的政

治教育，就是一種針對軍人此一專業團體有計畫的、顯性的政治社會化過程。

因此，軍隊政治教育的施行並非我國特有，而是世界各國普遍重視的作為。如

法國在一七九三年就有了軍中愛國教育，7根據聯合國的統計民主國家中有四十

多個國家，持續地在軍中施行政治教育，當然，極權共產國家，則更不在話下。 

第一節 國軍政治教育制度的演進 
  中華民國國軍政治教育的施行，具有悠久的歷史與時代背景，其歷史沿革，

概可分為黃埔建軍、北伐抗戰剿匪、動員戡亂、終止戡亂，及政黨輪替等時期，

僅分述如下： 

壹、黃埔建軍時期（一九二四年至一九二七年） 

  國軍政治教育始於孫中山創立黃埔軍校，中國近代史學者席瑞丹（James 

Sheridan）曾說滿清帝制的推翻是反清思想、反帝國主義及地方軍閥主義三種力

量暫時結合的結果。8因之，當民國建立後，這些盤據各地的軍閥部隊即開始競

逐一己之私，而非真心支持革命建國的事業。孫中山即曾指出：「辛亥革命成功

之後，而革命黨名義取消，中華民國為武人官僚所摧殘。十年來名雖民國，實

為官僚國，革命主義未行，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9亦

即在面對袁世凱以及北洋軍閥時，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欠缺有信仰、有組織的

武力支持，所憑藉的「只有同情本黨的友軍，這些友軍與本黨的結合，不是主

 
6 Gabriel A . Almond, 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Newbury Park, CA：Sage 
Publications,1989）。 
7 李東明，國軍政治教育的回顧與展望。政治作戰學校「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論文，1998.10頁 19。 
8 James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ar in Chinese Histor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P.47-56。 
9 孫中山，「國父全集」，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頁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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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結合，而是利害的結合。」10因此，訓練一支既有武裝力量，又有主義信仰

的革命軍隊，便成為孫中山當時最關注的問題。於是在一九二四年六月十六日，

創辦了黃埔軍校，並任命蔣中正為首任校長。在開學典禮上並親致訓辭：「軍隊

之能不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不是在乎武器的精不精

良。」11孫中山當時的建軍理想在於建立一支具有三大特色國民革命軍，即：第

一、植基於國民與國民相結合，使武力用於國民的軍隊。第二、具有三民主義

思想信仰兼備智、仁、勇德性，並具能打不平、不怕死，以寡擊眾，抱不成功

便成仁之決心的軍隊。第三、順從革命建國方略，體現革命黨的行動而奮鬥，

由黨軍過渡到國軍的軍隊。12因此，黃埔軍校之異於其他軍校者，政治教育訓練

課程為最主要的特點，也就是藉由政治教育訓練工作的推動，堅定革命意志，

武裝革命思想，發揮革命精神力量，以塑造出中山先生理想的革命軍。一九二

六年十一月十五日公佈「政治教育大綱」，其對政治教育之最高指導原則、訓練

方式、以及課程的分配都有詳細完備的規定。雖然此時政治教育的內容受到共

黨分子滲透的影響，而帶有群眾運動的色彩，13但對於國民革命軍走入群眾宣傳

革命並爭取支持的政治成效，也獲得了相當的助益。 

貳、北伐抗戰剿匪時期（一九二六年至一九四九年） 

  國民革命軍北伐的成功，與黃埔軍校政治教育的成功有密不可分的關係。

因為革命軍都因為政治教育而認知到參與作戰並非為了盤據地方、圖利少數軍

閥官僚，而是為了爭取全中國的長遠利益。因此，在軍隊的紀律上表現出異於

軍閥部隊的嚴整氣息，並充分發揮以少勝多、以寡擊眾的精神，終能以兩年半

的時間，統一全國。北伐時期的政治教育工作，大多依賴軍隊中的政工人員，

 
10 鄒魯，「中國國民黨史略」。轉引自：「國軍政治工作綱領－國軍政工史稿」上冊，台北：國防部總政戰部，民

國 49 年 8月，頁 25。 
11 孫中山，「國父全集」，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頁 691。 
12 孫中山，「國父全集」，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頁 786、908、968、155。 
13 「國民革命軍建軍史」第一部，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81 年，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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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戰爭進展的狀況，隨時對官兵進行教育，使官兵能明瞭北伐的定義，並引

起官兵的信仰，以達到奮勇殺敵之效果。 

  一九三七年抗戰軍興，為了統一事權，次年二月成立了軍委員會政治部，

並透過軍委會政治部、戰區政治部、師政治部、團政治指導室、連指導員的五

級組織在部隊中施行政治教育，以期在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中，能夠發揮

強大的精神戰力，以彌補物質戰力之劣勢，並激勵官兵同仇敵愾的革命精神與

戰鬥力量。 

  一九四五年抗戰勝利，在中共有計畫的擴張實力與爭戰下，隨即進入了國

共內戰（我稱戡亂時期），由於當時人心普遍厭戰，於是在中共的統戰手腕下，

國共和談氣氛瀰漫，國軍官兵的思想意識也受到了相當程度的影響與動搖。此

時國軍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隊中也多流於形式，不重實質，不講技術，造成軍心

渙散，終至失敗。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共和談時，國民政府受到中共在政

治協商會議中，以軍隊國家化的理由，要求國軍部隊廢止軍中政工制度；再加

上美國強勢調停的壓力，使得軍中對政工組織被迫改為名不符實的新聞組織，

改組軍委會政治部為國防部新聞局，14為尊重美國盟邦建議，亦避免給予中共藉

口，國軍遂無法在部隊中公開討論政治或進行政治性活動，此一改變，使得軍

中原有的政治教育的架構無法運作，政治教育的精神喪失怠盡，政治教育的工

作有名無實，更種下了軍事作戰失利的主要根源。 

參、動員戡亂時期（一九五０年至一九八八年） 

  一九四九年政府播遷來台，針對大陸失敗的原因進行全面檢討。在政治教

育部分，認為共軍的成功，在於精神訓練的成功，能以共產主義武裝解放軍思

想來武裝官兵；而國軍部隊之所以失敗，則在於無法以三民主義的思想訓練來

武裝官兵。乃於翌年實施政工改制，並頒布「國軍政治工作綱領」，其中基本任

 
14 潘世雄，「國軍政戰制度的調整與發展」，政戰學校碩士論文，民國 86 年 6月，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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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第一條，即說明：主持國軍政治教育思想領導，建立精神武裝，保證軍事戰

鬥任務之完成，是國軍政治工作的首要目標。15在官兵政治教育方面，當時為使

官兵政治教育能有整體的進展，總政治部乃根據官兵教育程度，規劃教材分級

施教，並規定在教育時間中，必須有百分之十為政治教育運用時間。一九五三

年總政治部鑒於以往官兵政治教育計劃缺乏彈性，編級層次太多，教材內容重

覆，過分重視講堂教授，特訂定改革方案，由當時總政治部蔣主任親自主持，

歷經三個月之研討，訂定新的「國軍官兵政治教育計畫大綱」，於同年五月頒布

實施，確立「政治教育目的在提高政治水準，培養革命鬥士。」一九五八年春，

總政治部為進一步加強官兵政治教育，特成立「官兵政治教育研究小組」，從事

深入澈底的研究與設計。翌年元月，訂定「國軍官兵政治教育實施辦法」，由國

防部以通軍字第四十二號令頒佈實施。國軍各一級單位可依據本辦法之精神，

制定其所屬官兵政治教育之適切可行實施計畫。國軍官兵政治教育實施辦法是

永久性法令，非有必要，不加變更。因此，在一九五０年至一九五九年期間，

官兵政治教育幾經研究、檢討、改進，可謂頗具成效，惟政治教官尚感缺乏，

教育設備猶待充實。16

  一九六六年八月，國防部訂頒了「國軍政治教育實施辦法」，（如附件一）

認為國軍政治教育應與官兵生活、現實問題、當前政策等相結合，以期化思想

為信仰，變信仰為行動。一九七０年四月十五日，國防部擬定「國軍莒光日實

施計畫要點」，以莒光日作為國軍同步實施政治教育的施教日，由於教育時間一

致，考核管理較易，過去存在的缺失，如：更改時間課目、移作他用等情形，

較不易發生。至此，莒光日已成為國軍正式之政治教育制度。17另外，此一階段

國軍各營區亦普設政治講堂，迄一九七四年計六七六所，設置講堂的目的，在

 
15 國軍政工史稿(下)，總政治部，1960 年 8月，頁 1417。 
16 國軍政工史稿(下)，總政治部，1960 年 8月，頁 1601-1607。 
17 林士堯，「國軍政治教育之研究（1966-1975）」，政戰學校碩士論文，民國 65 年 8月，頁 69-70。 



 43

                                                

建立教學試講制度，並讓教官預作課前準備。但由於講授教官未接受教學的專

業訓練，且素質不一、流動性大、教學效果也難以深化。總政戰部為擴大「莒

光日」教育功效，總結全年實施政教成果，復於一九七四年元月，創辦「莒光

週」政治教育，規定全軍各級單位，每年以一週時間，做有系統的綜合性、密

集性的教育，並自翌年正式納入部隊（單位）訓練計劃實施。另國防部自一九

六七年起，即著手研究藉電視實施政治教育之可行性。遂於一九七四年六月十

三日，成立「電視政治教育指導委員會」，掌管政治教育政策、內容及督導事宜，

並由總政戰部二處負責課程之規劃與協調，中華電視公司政治教學組負責節目

之製作。三軍各總部亦比照成立「電視政治教學指導小組」，負責督導考核連絡

與協調支援，基層單位主官則負責官兵收視及意見反映。同年七月一日，開始

試播，節目訂名為「政治教學」，每集三十分鐘。次年元月，電視教學正式實施，

每集節目增為一百零五分鐘，每週播出一次。直到一九八四年，教學內容不再

分級，全軍共同收視，節目名稱改為「莒光日電視教學」。一九八八年四月起，

節目名稱改為「莒光園地」電視教學，時長九十分鐘。18

肆、解除戒嚴時期（一九八七年至二０００年） 

  一九八七年七月十六日，政府宣佈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十一月開放赴大

陸探親，過去國軍政治教育中稱中國大陸為「共匪」或「偽政權」，從此改稱「中

共」或「中共政權」，兩岸之間相互承認，彼此為對等之政治實體，「莒光園地」

的節目內容，也相對的開放談「三通」、「四流」的問題，以及播放「錦繡山河」、

「大陸尋奇」、「大陸風光」之節目。一九八八年元月十三日，蔣經國病逝，李

登輝接任總統，十二年來，大力推動台灣的本土化，惟李登輝基本上不干預國

軍的政治教育，且其在「莒光園地」中幾乎很少露面，故軍隊仍然以「反共」、

 
18 陳膺宇，「『莒光園地』電視教學與民主憲政教育」，國軍「莒光園地」電視教學節目開播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台北：國防部總政戰部，民國 83 年 12月，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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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台獨」為政治教育的主軸，雖然，民進黨一再反對國軍政治教育，認為此

乃國民黨在操控軍隊思想，甚至在其黨綱中明定廢除國軍政戰制度。 

伍、政黨輪替時期（二０００年迄今） 

  自從一九八六年九月廿八日，民主進步黨成立，「本土化」意識抬頭，「省

籍情結」愈益加深，民主化訴求甚囂塵上，後經過一九九六年及二０００年的

兩次總統全民直選，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水扁、呂秀蓮於二０００年三月十八

日，以不到百分之四十的得票率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陳水扁於

當選總統後，隨即安排拜訪國軍老將，及視訪國防部，並任命唐飛為行政院長，

且於就職典禮後翌日，即赴金門視導部隊，足見其對軍隊的重視，及以軍隊來

穩定政權轉移的局面。國防部總政戰部亦於次週「莒光園地」播放陳總統就職

典禮、視導金門部隊的畫面，從此，每週「莒光園地」中的「新聞剪影」，以及

青年日報的頭條新聞，必定是陳水扁的新聞。當然，國軍的報刊雜誌也經常刊

登、報導陳水扁的畫面、消息，足見其相當重視軍隊文宣，希望藉此來穩定軍

心、掌握軍權、鞏固政權。另於二００二年二月六日總統明令公佈「國防部總

政治作戰局組織條例」，並自三月一日起施行，依條例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總政

治作戰局掌理政治教育之規劃。（如附件一）惟自二０００年五月二十日起，在

「莒光園地」節目上再也見不到「反台獨」的話語、字句，所謂「軍隊國家化」

似乎已變了質，幾十年來，國軍以「反共」、「反台獨」的政治教育主軸，卻因

「政黨輪替」而變為以「認識台灣」、「去中國化」的政治教育，使國軍官兵產

生了「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疑問。 

第二節 共軍政治教育制度的演進 

  共軍的政工制度、政治工作史（含政治教育）是伴隨著毛澤東思想的形成

發展所創立演進的，共軍將北伐時期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做為共軍

政治工作的首要階段，因為它與共軍爾後政治工作的創立有著密切的關聯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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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後，概分為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建政立國等時期，茲分述

如次： 

壹、北伐戰爭時期（一九二四年一月至一九二七年七月） 

  一九二四年至一九二七年，中國大陸爆發了反對帝國主義及北洋軍閥的新

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並與國

民黨合作組織革命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一九二四年五月，在廣州黃埔創立了「國

民黨陸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一九二六年三月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19在軍校設有政治部，政治部負責政治訓練，政治訓練的主要方式是上政治課，

分學生政治教育、官長政治教育、士兵政治教育，並配有專職政治教官負責講

授。共產黨則由周恩來等領導人，在軍隊中從事政治工作。一九二六年九月十

七日，馮玉祥在五原城宣佈成立國民軍聯軍總司令部，並成立總政治部，由劉

伯堅任部長，參加北伐，十月制定「國民軍聯軍政治工作大綱」，明確指出政治

工作的任務和目的是「使每個兵士都能澈底了解政治的意義，戰爭的目的。」「每

位兵士都明白他們為什麼參加戰爭，為什麼而犧牲。」故此一時期政治教育的

目的，主要在灌輸黨的主義，傳播革命思想，使廣大官兵懂得「為誰打仗？為

什麼打仗？」 

貳、土地革命時期（一九二七年八月至一九三七年七月） 

  一九二七年八月一日，以周恩來為首的前敵委員會和賀龍、朱德、劉伯承

等領導的北伐部隊三萬餘人，在南昌進行暴動，武裝反抗國民黨，中共的人民

軍隊於焉誕生。當時在南昌成立革命委員會，下設總政治部等單位，由郭沫若

任主任，並向全軍內外開展宣傳教育工作，革命委員會印發「八一革命宣傳大

綱」、「土地革命宣傳大綱」等文件，向官兵宣傳，激發了廣大官兵的革命鬥志，

而從中共所謂的「秋收起義」到「三灣改編」到「井岡山」，一九二七年十月三

 
19 姜思毅，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講義），北京：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1984 年 6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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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毛澤東率領工農革命軍到寧岡古城，召開前敵委員擴大會議。一九二九年

十二月廿九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福建省上杭的古田召開了黨的第九次代

表大會，制定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

決議），奠定了共軍政治工作基礎，其基本任務，乃是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

上保證黨對軍隊的領導，而思想領導是首要的一環，強調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

務的工具之一，並批判「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不好，政治也不會好。」

的錯誤觀點。一九三０年冬中共黨中央制訂了「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行條

例（草案）」，此乃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第一個正式條例。20其目的在「鞏固

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領導，要使紅軍成為有力的工農革

命的武裝力量，以鞏固紅軍的戰鬥力。後從一九三五年一月的遵義會議到抗戰

爆發，前後十年的內戰中，共黨深切體會到無論建設軍隊或是進行戰爭，都不

能離開政治工作，因為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 

參、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年七月至一九四五年八月） 

  毛澤東指出：「現在的抗日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新階段，而且是最偉大、

最活躍、最生動的一個新階段。」21中共革命發生了兩個根本性轉變：一為戰爭

性質的轉變－由國內土地革命戰爭轉變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另為黨的根本政

策的轉變－停止了土地革命的政治綱領，由推翻國民黨政權轉變為實行國共合

作，建立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以說，抗日戰爭時期是共軍政治工作全

面發展與成熟的時刻。一九三七年八月一日，總政治部在「關於新階段的部隊

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了抗日新階段部隊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十月廿五日，

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貝特蘭的談話」中指出了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即：第一、

官兵一致的原則，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虜的原則。

 
20  姜思毅，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講義），北京：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1984 年 6月，頁 96。 
21 「毛澤東選集」，頁 531。 



 47

                                                

而朱德在「論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強調了「政治要素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

並稱之為「政治戰爭」。且毛澤東於一九三八年還兼任總政治部主任，當年年底，

八路軍總部頒布「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政治工作暫行條例（草案）」把上述

政治工作三大原則列入「條例」的總則。同時，毛澤東於五月在延安抗日戰爭

研究會上「論持久戰」的演講中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其意謂：戰爭就

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行動。政治是不流血的戰爭，戰爭是流血的

政治。毛澤東也於一九三九年五月廿六日在「抗日軍政大學」成立三周年指出：

昔日之黃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後輝映，彼此競美的。足以證明其對抗大的重

視。 

肆、解放戰爭時期（一九四五年八月至一九四九年十月） 

  一九四五年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後，乃共軍進行國內戰爭的過渡階段，亦即

其所謂革命力量同反革命力量全面決戰的準備階段，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邊

談邊打，談談打打」。並於九月十九日指出了「向南防禦、向北發展」的戰略方

針，且指出「蔣必敗，我必勝」的政治文宣，復於一九四六年七月二十日發出

「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指示，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發揚革命

英雄主義思想教育，號召共軍官兵為人民立功，並發起「行行出狀元，人人能

立功」的立功運動。十二月又發起「團結互助運動」及「王克勤運動」22以團結

官兵，齊一殺敵。一九四七年十月毛澤東發布了政治宣言，同時，發出了「打

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號召。一九四八年三月八日，周恩來在「部隊中試

驗組織士兵委員會」的指示中，為鞏固和發揚新式整軍運動的成績，提出了明

確的要求。一九四九年一月，毛澤東也在「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年的任務」

的指示中，要求全軍在總政治部的領導下總結好新式整軍運動的經驗。23而且此

 
22 「毛澤東選集」，頁 391。 
23 「毛澤東選集」，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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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經驗在基層，新的創造在群眾之中。這些發展和創造，為爾後的「抗美援

朝」戰爭中的部隊政治工作，以及中國大陸解放後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

軍隊的政治工作打下了良好的根基。 

伍、建政立國時期（一九四九年十月迄今） 

  一九四九年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樓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立，迄至一九五一年十月，人民解放軍進駐拉薩，接管西藏，除台灣外，中共

可以說是重新統一了「中國」，從此毛澤東可謂集黨、政、軍權於一身，並將政

工制度載於「共同綱領」正式確定政工為軍事制度之一。一九五四年設立「國

防部」，並於四月十五日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草案）」，明定「黨

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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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機關就

是黨的工作機關」，該草案於一九六三年二月正式公布實施，直到一九九一年一

月修頒「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復於一九九五年再次修頒「中國人民

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以馬克思、列寧主義，

毛澤東思想為指南，是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根本指針。」24一九九七年九月十

二日中共召開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了「高舉鄧小平理論偉大旗幟，

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鮮明主題，明確了軍

隊建設跨世紀的發展方向和思想路線，並認為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是對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共軍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科學指南。在思想上、

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切行動聽從黨中央的指揮。二００二年十一月

八日日中共召開黨的第十六屆全國代表大會，可以說是中共政權政治歷程上的

一個重要里程碑，是中共打破窠臼，醞釀新格局的開端。二００三年十二月共

軍又修訂「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例」，其意義是貫徹「三個代表」思想及

「十六大」精神的重要舉措，亦是促進軍隊政治工作法制化、規範化的重要步

 
24  趙從，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學，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 年 1月，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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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由軍委主席江澤民、副主席胡錦濤等親自審定修頒，總政治部主任徐才厚

擔任修訂小組長。25前後雖經多次修訂，然政工組織實未大幅變動，僅在政治工

作的具體內容，尤其政治教育及文宣作為上，隨著共軍各時期的階段任務而有

所改變，也就是在中央軍委會下，設總政治部、總參謀部及總後勤部，及最近

增設的總裝備部。總政治部在中央領導下管理軍隊中黨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

作，及加強對軍隊的政治思想教育。歷經鄧小平、江澤民時期，無不緊緊抓住

黨的組織，抓住軍隊政治教育，以掌握軍權，鞏固政權。 

 

第三節 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制度之異同 

  國軍與共軍的政戰（工）制度，雖然均源於列寧式黨工制度，「黨指揮槍」

乃是透過對馬列意識形態的灌輸和對官兵思想行動的控制等方式加以實現。國

軍是以三民主義為思想信仰的中心，雖然在蔣中正時代，亦是「黨指揮槍」，惟

自一九九三年起，國軍完全沒有黨的組織，以下謹就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制度之

異同探討如次： 

壹、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制度的相同處 

當前世界各國的建軍備戰原則，莫不以假想敵國作為其考量依據，惟獨我

國是面臨來自於同文同種的真正敵人，除了受到正面的武力威脅外，更需防範

陰狠的統戰攻勢。雖然兩岸軍隊政戰（工）制度，最初均師法蘇聯紅軍，並創

始於黃埔軍校，學生在同一個校長、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的教導下，學習、

畢業、成軍。經過北伐、剿共、抗戰，在制度上雖有所改變，然其基本精神與

工作要旨，則是一脈相承，政治教育的目的，均在於教育官兵，深刻領悟「不

怕苦、不怕死」的精神，深切體會「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道理。惟國軍與

共軍對戰爭的本質的認知，以及政治教育的宗旨、方法卻截然不同；尤其在國

共內戰時期，以及中共建立政權之後，更形成勢不兩立的對峙狀態。 

 
25 中共「解放軍報」，2003年 12 月 15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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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制度的不同點 

兩岸軍隊政治教育制度，雖然是師出同門，但基本上國軍是以三民主義的

思想為主幹，以國家利益為重，以人民福祉為先；以愛為中心，以誠為動力，

並循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階段的建國步驟，在國家逐步邁向憲政－還政

於民的階段中，尤其在「政黨輪替」時，政權得以和平轉移，政治教育實具關

鍵因素。共軍則以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共黨的路線做為政治教育的理論基

礎，將人民解放軍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領導之下，以政工控制軍隊，以軍隊

壓制人民。因為共產主義是以「恨」為出發點，三民主義則以「愛」為起點；

前者的手段是鬥爭，後者的方法是互助；前者強調物性，後者重視人性。（如附

錄十）國軍政治教育是國家利益結合個人利益，共軍政治教育則以個人利益結

合國家利益；前者是以結合個人利益為主，後者則以國家利益為先。同時國軍

政治教育是啟發式的教育，誘導官兵「愛鄉愛國」，而共軍政治教育則是壓制式

的教育，要求官兵「效命黨國」。 

孫中山在「孫文學說」序言中道：「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

國事者，一人群心理之現象也。」蔣中正亦曾指出：「政工如果做得好，有效力，

士氣必然旺盛，必打勝仗。」又說：「政工不只是軍隊靈魂，也可以說是軍隊的

基礎，沒有政工的軍隊，好似一個沒有靈魂的人。」
26
因此，足以證明軍隊或戰

爭實在是以人為本，而政戰制度、政戰工作就是以人為本的工作；而左右人的

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故軍隊打仗猶賴官兵「意志集中，力量集中」，始能克敵致

勝。而團結軍心士氣的工作，就要靠平日的政治教育的累積。所以，前總政戰

部主任王昇就曾說過：「思想為一切力量的根本，有怎樣的思想，就有怎樣的行

動。」
27

共軍的政工制度，政治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政治工作思

想。故毛澤東強調：「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而朱德則認為：「我軍

的政治武器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寶貴的武器。」另鄧小平也指出：「政治思想工作

 
26 國軍政戰史稿（上），總政戰部，1983 年 5月，頁 51。 
27 國軍政戰史稿（上），總政戰部，1983 年 5月，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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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我們軍隊裡出來的，是我們軍隊的看家本領。」
28
因此，我們可以理出一個

思想路線，即共軍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師承馬列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走的是

黨的路線，政治的路線，群眾的路線。誠如毛澤東所說：「軍隊的基礎在士兵，

沒有進步的政治精神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行這種貫注，

就不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有了堅強政治工作，軍隊就增加了絕大

的戰鬥力。」
29
現今的江澤民、胡錦濤也都是以「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

為重點。所以，當中共面臨重大的抉擇時，共軍會在黨意的指使下，萬眾一心，

齊心對外。例如：中國大陸對此次台灣欲辦公投一事的反應，就是一片「反台

獨」的聲浪，他們的立場是絕不退讓，永不改變，也就是說只要台灣搞獨立，

中共就將以武力犯台。 

反觀國軍，我們的軍隊，自從李登輝當總統之後，就已經走向「本土化」、

「台灣化」，甚至有「兩國論」的主張出現，而陳水扁執政後，則主張「一邊一

國」、「公投制憲」，雖然陳水扁已在連任就職演說中指出：未來的憲政改造將著

眼於政府效能的提升，不會將涉及國家主權、領土及統獨議題納入範圍；在兩

岸問題上，除重申「四年前所揭櫫的原則和承諾」不會改變，並強調未來兩岸

之間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只要兩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同意，都不排除。深獲美

國肯定，可暫緩兩岸緊張情勢；惟中共認為：陳水扁話中有話，語意模糊，不

可信任，充滿疑慮。倘若兩岸仍在反獨拒統的舊框架裏拉鋸，則難免因彼此的

堅持，而擦槍走火，一旦台灣獨立，中共武力犯台，恐將帶給百姓災難，帶給

國家浩劫。 

 
 
 
 
 

 
28 姜思毅，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講義），北京：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1984 年 6月，頁 513-514。 
29 姜思毅，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講義），北京：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1984 年 6月，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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