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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中華民國憲法第137條規定：「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因此，

制定國防法作為國防建設之基本法源，以符憲法規定。隨著近年來民

主思潮之發展，朝野對軍隊國家化、國防體制與權責、軍政軍令一元

化及文官領軍等重要問題，均有廣泛之討論。筆者任職於國防部部長

辦公室，經多年來觀察國防部組織運作模式與組織的變革，認為因國

家政治環境及兩岸軍事態度的轉變，國防部必須建構一套符合法制

化、全民化、透明化及專業化的國防體制與統一指揮機制，才能整合

整體國軍戰力。而「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以下簡稱國防二法）

在立法院的催生下，終於在民國 91年 3月 1日公布施行，然執行至今

仍存在相當多值得探討的問題與努力的空間。國防法的中心問題不外

乎是「組織再造」、「軍政、軍令一元化」、「軍、文職專業分工」以及

「國防決策透明化」等問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釐清國防體制中有關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權責 

中華民國國防機制在建國之始並無完備之體制，自軍閥割

據時代，直到民國13年黃埔建軍以來，歷經東征、北伐，戰亂

頻仍，軍隊不斷擴增，軍制亦仿德、日等國之參謀本部制，並

已蔚然成型。其時總統蔣介石出身軍旅，一身兼具國家領袖與

三軍統帥之雙重身分，在當時之時空背景下確有其必要。參謀

本部只是總統下達軍事命令的代言人，並無實際指揮軍隊之

權，軍隊的指揮重心仍置於各軍總部，軍種的自主性與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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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聯合作戰的協調性與強制性相對不足。而參謀本部，透

過國防預算分配，將國防部的軍政、軍令與軍備的實權完全集

於一身，國防部部本部僅係對外協調的窗口與國會質詢的隔火

牆，部長有責無權，在國會質詢實問虛答下，也逐漸暴露出民

主國家軍隊不受國會監督的問題，遂有國防二法立法之動機與

動力。 

國防二法的立法精神在於努力破除傳統總統統帥權優勢

之迷思，建立起軍政、軍令一元化之國防體制。我國將憲法賦

予總統名義上的統帥權，無限延伸擴張成為可透過參謀總長指

揮軍中高階將領與決定國防政策的大權。參謀總長隱藏於總統

統帥權之保護傘下，不必赴立院備詢 ，國防部長赴立法院備

詢，造成參謀總長有權無責及國防部長無實際權力卻必須接受

民意機構監督的怪異現象。因此國防二法立法最重要的精神即

在於統一事權，實行迄今，雖已將國防事務之決策權力集中於

國防部長，並由國防部長出席立法院實施國防業務報告並接受

立法委員質詢，然近年來國防部實施組織整併是否能符合軍

政、軍令一元化精神？以及「文人部長」的定義為何？到底仍

由軍中退役將領擔任，或是由毫無軍事背景的文人擔任？仍有

研究之必要。 

（二）觀察國防組織再造及國防體制革新之效能 

我國在學術界的引進之下，以歐美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相關理論作為基底，以「企業精神」為核

心理念，大力推展「企業精神政府」成為政府再造之標的；而

國防軍事隸屬於政府行政權力之一，對應於國家政治、經濟、

社會、科技，與國軍任務、敵情、戰略、資源等內外環境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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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故配合政府再造工程的進程，進行國防組織再造，是具有

前瞻性、正當性與必要性的適切回應。國防二法將國防部組織

分為三大體系：也就是軍政、軍令和軍備體系，同時也大量的

進用文職人員，其目的都是為了強調專業分工，分工愈益細

密，職能更專業化。此外，由於高科技武器裝備的使用，作戰

方式也越來越科技化。是以，軍政透過資源分配職司國防政策

制定；軍備則負責武器裝備的發展與採購；軍令則集中力量於

訓練與作戰，建立強大有效的綜合軍力。為了達成組織設立的

預期成效，國防部設置了軍政、軍備兩位副部長及參謀總長，

分別負責掌管軍政、軍備與軍令。施行以來雖已逐漸展現預期

之目標，但仍期盼在後續國防組織調整中逐次改進，使其益形

周延。 

（三）研析國防二法核心精神與其對國防體制建立之影響 

當國防二法進入立法程序時，期能經由二法的實施使國防

組織及效能進入歷史嶄新的一頁。對於二法，不但立法委員分

別提出了七種（國防法）及四種（國防部組織法）的草案1，

社會輿論也經常針對此一議題大篇幅的報導。而國防二法的立

法精神，不外乎是「文人統制」、「軍政、軍令一元化」以及「國

防決策透明化」等問題（林亮宇，2002：1-2）。攸關我國國防

體制更新的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在民國91年3月1日施行以

來，或許由於立法時間的倉促，還存在制度上的盲點，有待國

防與法制人士及研究者繼續檢視與改進。 

（四）探討國軍軍隊國家化與軍文關係的演變 

                                                 
1當時除包括國防部提報行政院版本以外，另包括立法院各黨團版本。 

 參考自立法院（2001），＜國防法草案行政院版總說明＞，《立法院公報》，89卷 9期，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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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138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

黨派關係之外，效忠國家，保護人民。」由於軍隊合法擁有並

管理龐大武器，因此，任何涉及軍隊和政治的問題都是極度敏

感的話題。在任何民主國家，軍隊被嚴格規範為必須遵守國家

憲法，獨立於政治之外（丁樹範，2002：1），而政府遷台以來，

軍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仍十分可觀，近年來，隨著政治更民

主、更開放，威權時代也已遠離的情況下，軍人的影響力似乎

逐漸式微，但仍不可忘記，軍隊是擁有強大武器的一個組織，

若軍隊無法落實軍隊國家化或執政的政黨所組成的政府無法

有效的指揮軍隊，將是一件十分可怕與危險的事。而縱使我國

的總統都已是由人民直接選出，總統對於軍隊仍會抱著戒心，

也導致所謂「文武關係」的緊張，國防二法之制定，可否消除

此一問題，至於成效為何，仍有待研究與觀察。 

（五）檢視「文人領軍」的現況 

軍隊負責保衛國家，而非統制國家；政策由文人決定，軍

人執行，文人決定政府政策的方向，軍人則限定在執行方法的

決定。在民主國家中，軍隊必須由民選的國家元首來領導。這

一基本的原則是要讓國家將其價值和目標，以及其制度和實

現，建立在人民的意志基礎之上，而非來自軍事領導者的選

擇。政治領導者應承認軍事專業的不足，必須接受專業軍官之

建議，而專業軍官則應保持政治中立，接受並服從政治領導者

的決策指導。要做到這一步，需「最大程度地培養軍事專業人

員」，從培養軍人服從文人領導的軍事專業倫理著手，使軍人

自發性地服從文人領導。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就國家的制度設

計而言，屬於行政權之一的國防事務，本應與其它內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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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等問題一樣，由非職業軍人之文人部長規劃擬定，然歷經

多年以來，目前國防部長仍由軍中退役之高階將領擔任，是軍

事專業凌駕於政治之上？抑或制度設計上出了什麼問題？是

相當值得研究的課題。因此，自需深入去分析此二法之內涵及

行政權與軍事機關（國防部）的關係為何？ 

（六）透過國防法制化落實全民國防 

長久以來，社會大眾對國防事務的認知，特別是第一印

象，大多是「封閉」或者是深不可測的「機密」單位，甚或老

一輩的觀念仍舊停留在部隊就只是「帶兵」、「出操」等，對軍

隊這幾年來的法制化過程與社會化的過程認知不足，因而對國

防事務之關注其實是非常有限的。國防法第三條明文規定：「中

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與國防

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

目的之事務。」是以政府應推行包含政治、經濟、心理、科技

全方位國防教育。至於如何推行？以及運作模式為何？都是本

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二、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有二，說明如下： 

（一）探討國防法制化後組織機能再造之效能 

在社會愈趨民主的今日，凡事講求「依法行政」，相同的，

我國國防體制，隨著政黨首次的輪替，亦必須從以往的「政、

軍不分」及「政黨領軍」等情況，逐步走向「透明化」、「法制

化」，釐清行政權與軍事統制權的關係，包括總統、行政院與

國防部間相互的關係；此外國防部內部體制的權責劃分，軍

政、軍令及軍備三個既獨立又聯合的組織機制，始終是現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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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最重要的內涵。 

國軍在後冷戰時期所處的戰略環境，外須面對國際情勢的

快速變遷及中共日增之威脅，內又受限於國防預算緊縮，國防

資源分配受限，可謂正處於「革新轉型」不得不變的關鍵時刻。

如何接續長期以來建軍備戰所做努力，開創未來發展前景，當

是目前所面對最嚴肅的課題。為因應外敵壓力日迫、威脅型態

轉變、軍事革新趨勢及內部改革要求，國軍就必須善用國防資

源並採取一切有效可行的措施，當然也包含必須去思考如何藉

由組織的調整，以達成軍事事務革新的目的。 

（二）探討國防二法未來執行重點與相關問題 

國防二法自民國九十一年公布施行迄今已屆五年，然而在

執行上卻也面對不少問題，亟待努力克服解決，如文官參與國

防政策運作，其對國防組織的影響？及軍、文之間的關係如何

平衡發展？..等等。希望能以上述的研究結果為基礎，探索國

防法制的中心價值與概念，再完整的說明國防法制建立的重要

性。並可由此確信，倘若要建立一個依據憲政體制、順應世界

潮流、尊重民眾期盼及兼顧軍事需要之國防體制（唐飛，2000：

28），國防力量才能真正用在「國防」，不致被任何有心人所利

用（林亮宇，2002：13）。國防的力量是一股可以穩定國家，

也可以毀滅國家的力量，有論者以千里馬與韁繩來形容，就是

一種很好的寫照（陳新民，2000：327）。 

本文研究的另一目的在探討是否藉由國防二法的實行，可

以釐清軍政體系與軍令體系長期以來權責不清與指揮關係混

淆的現象。且隨著國防組織的再造，探討軍事事務行政效率與

整體的戰力是否隨之提昇，國防事務是否真正法制化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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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文人領軍的執行狀況？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由於國防法制所牽涉的法規數量十分之多2，事實上並無法一

一研究透徹，「文人領軍」此一概念，是一個民主法制國家節制約

束軍隊濫權最重要的方式，故研究的法規以與此相關的國防法規為

範疇。此外，有關國防部組織法中有關軍政、軍令及軍備之組織架

構及其相互關係亦為研究重點，以國防二法為核心概念，探討國防

組織再造與變革、軍政軍令一元化體制的建立，文官體制與專業分

工及如何推展全民國防，將諸多以往認定不可侵犯的「軍事機密」

與屬於國防整體安全的國防秘密區分，保障國人對國防事務知的權

利，進而結合民間力量，建立全民防衛動員機制。是故本文研究範

圍是以「國防法」與「國防部組織法」條文為基底，研究有關組織

體制建立之相關處，研究範圍如圖1-1。 

圖1-1研究範圍圖 

國防部組織法

最相關 

相關文獻

相關文獻相關文獻 

組織體制 

國防法 

BCABCAC 

AB 

A:國防法 

B:國防部組織法 

C:組織體制 

AB:國防法與國防部組織法

相關處 

AC:國防法中之組織體制 

BC:國防部組織法中之組織

體制 

ABC:國防二法中之組織體制

                                                 

本文主要研究範圍為AC、BC、及ABC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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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上圖有關本文研究範圍主要係以國防二法為核心，研究二法條文

內容中有關組織體制之相關處，並進而探討軍政、軍令一元化體制之

建立及文官體制與軍、文職人員之專業分工狀況。 

 

二、研究限制 

（一）官方出版品的限制 

目前有關「國防」之相關出版品及資訊非常貧乏，除國防

部每二年出版的「國防報告書」外，幾乎無任何官方之出版品，

要研究有關國防事務，僅能從網路上所刊登之文章及極為少數

的期刊與論文勉強拼湊，再進一步找出所要研究問題的架構與

影響的因素及環境之變數，是屬於時空因素之限制。 

（二） 軍事機密的限制 

要研究國防二法，必先就國防部實施二法前之組織架構予

以比較，然事涉組織、編制，大都屬於機密資料，筆者僅能就

國防報告書或部份立法院公報中取得資料。所幸在二法進入立

法院審議程序時，立法院公報的內容算是詳實，且詳細記載立

法過程中，部份屬改革派立法委員與保守勢力的立法委員及部

分抗拒改革的政府官員的言詞攻防。因此除了官方的「國防報

告書」外，立法院公報也成為本研究探討立法過程中頗具參考

價值的資料文獻之一。 

（三） 外文資料的限制 

在研究探討國防二法建構模式時，有關法制改革的部分，

各國參考資料很多，參考文獻以英文國內翻譯版本為主，佐以

部分英文原文資料為輔，是筆者個人在語文方面的限制。 

（四）立法模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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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學界普遍持廣義立法之見解，但筆者認為是曲解林

紀東教授對國防之組織係包括陸海空軍之組織編組管理、軍事

行政機關之組織、軍用物資之經理、兵員之訓練等所有關於國

防之制度之說法。因國防武力內部編組係以達成國防任務為目

的，本質上應保持彈性，如把編制及數目加以確定，則形成面

臨經常修法的煩惱。故本研究係以「國防部組織法」為基礎，

並以國防部所提「國防法」名稱之意涵。 

除上述有關文獻方面之限制外，屬於國防部內部組織派系及軍

種之間本位主義左右法制面執行的方向與成效，雖然都是影響本文

探討主題的重要因素，然事涉個人隱私及單位機敏性，實不宜多加

著墨，此亦為本文研究之一大限制。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主要之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係針對一問

題有關的資料進行蒐集、評鑑、分析、歸納、統整的工作。 

文件分析乃取材於文字或非文字之資料，並從資料的脈絡中進

行行為或現象之了解的一種研究方法。在探討國防二法組織模

式建構思維內涵時，除了於國防部官方資料及立法院公報中獲

得資料外，也必須從國、內外相關學者探討此一問題的著作中

得到啟發，比較著作中對問題的看法，更有助於釐清觀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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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出本研究之見解。 

（二） 法制研究法 

其次，本文採法制研究法。與國防部組織相關的法令約有

十數種，如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軍備局組織法、主計局組

織法、軍醫局組織法及各軍種司令部組織法規等等，其組織均

依據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之立法精神與原則，依其組織功能

面向，從各法令間之關係加以研究比較，探討其中的關聯性，

或相異性。而每一個法令的制定或訂定必有其理由與背景，這

些都是法制研究法中相當重要的部分，藉由法制研究法也能找

出未來法令修訂的方向。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分為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資料收集，第二階段為資

料分析與討論，第三階段為研究報告之撰寫。研究步驟如圖1-2。 

圖 1-2研究步驟圖 

論文撰寫 

以相關理論

基礎研究論

述命題內涵 

資料分析

分析整理所

蒐集之相關

文獻 

資料蒐集 

蒐集相關文

獻資料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一） 資料蒐集階段 

本階段所蒐集的初級文獻資料，為國防報告書以及立法院

公報、國防部各項相關文書資料；次級文獻資料方面，有學者

專家相關之著作，包括書籍、期刊、論文，並參考網路資訊文

件。 

（二） 資料分析階段 

從所收集有關國防二法相關之資料中，彙整出較為全面

性、客觀性的觀點，以及參考國內外學者對於國防二法各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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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國防組織再造與國防體制革新之論述，作為本文撰寫之基

礎。 

（三） 研究報告撰寫階段 

本研究試圖從法制面探討國防二法組織建構之內涵，並從

執行面檢討相關之問題與缺失，期能作為後續研究者的立論基

礎及國防二法日後修法時的參考。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文獻分析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依研究主題（動機），透過文獻分析及法制研究方

法以組織理論及文武平衡關係理論為基礎，討論國訪組織再造與體

制革新、軍政軍令一元化及文官體制與專業分工等三個主題。本文

研究架構如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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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再造效能(研究目的)

全
民
國
防

專
業

工 

分

 

文
官
體
制
與

軍
政
軍
令
一
元
化

組織與體制

國
防
部
組
織
法

國
防
法

理論基礎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動機)

  

 

圖 1-3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研究架構主要探討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中之組織與體制，並就

其核心問題（軍政軍令一元化、文官體制與專業分工及全民國防），研

析組織再造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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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 

本研究共參考政府出版品、書籍、雜誌、論文集與法律條文

等相關文獻，其中包含有法制、作戰體制、指揮體制、文人領軍、

文武關係及未來發展等面向，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國防法」及「國

防部組織法」二法之內容條文為核心，就國防組織再造及國防體

制革新的部分予以比較分析。本研究以國防二法為核心，針對組

織再造與體制革新的部分進行研究。 

（一） 主要文獻 

1、 國防法：條文計三十五條，區分總則、國防體制及權責、      

軍人義務與權利、國防整備、全民防衛、國防報告及附則

等七章。 

2、 國防部組織法：條文計二十三條，主要係律定軍政、軍令

及軍備之組織架構及文職人員配置比例及人數等。 

3、 國防報告書：國防部每二年出刊之官方資料。 

4、 立法院公報：：主要頡取國防二法立法期間，立法院議程

資料及紀錄等資料 

（二） 相關文獻 

1、 學者著作中，針對國防二法研究較為深入的，如淡江大學

戰略研究所林亮宇撰寫之＜憲政體制下國防法之研究＞碩

士   論文，其內容主要係探討國防事務及組織與憲法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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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關係，以及為文人體系進入軍中，對國防事務決策

之影響，有其精闢之見解。 

2、 其它學者著作（其餘參考附錄五）。 

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軍事事務革新 

國軍推動「軍事事務革新」，緣起於美軍「軍事事務革命」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惟經過國防部會議研討，

並深入探討美軍與中共解放軍變革，咸認為採用「革新」一詞較

符合國軍全面轉型意涵，遂命名為「軍事事務革新」。並依據軍

事事務革新構想，維持國軍防衛戰略「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不

變，但將採取「戰略持久、戰術速決」作為。 

當前許多軍事所進行的重大變革，乍看之下，其實是充滿矛

盾的。一方面是因為軍事通常被認為有其本質上的傳統，因此極

不願意做重大改變。此種觀點係認為軍方寧願用那些經過時代試

煉與考驗的戰略與架構，而不願採用新的戰略與架構。但另一方

面，軍方在準備與誰及如何戰鬥方面確實有重大改變。大部分學

者專家均注重於解釋軍事組織所最不願意採取的那些重大變革

形式。然而，在最近的文獻資料中，有關何者構成重大改革的看

法，明顯有所不同；許多檢視軍事組織及有關其試圖確實說明之

變革研究，亦無一致性。 

軍事事務革新是永無止境的，自從波灣戰爭後，全世界各國

都在建軍備戰事務上開展新一階段的調整，這階段的特色是提升

軍武自動化和裁減兵員。衡諸當前國際軍事事務革新與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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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沒有成熟自主的先進高科技條件與基礎，必然無法強軍備

戰，鞏固國家安全。而高科技強軍備戰的要件，除需提高軍事人

員的素養、經驗與能力，也要能操作各種先進的高科技武器裝

備，更要不斷吸收先進的高科技軍事知識與經驗，以期能實際應

用於戰場。 

 

二、國防二法 

國防二法指民國89年1月5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二會期立法院

三讀通過之「國防部組織法」及「國防法」，通稱「國防二法」；

國防二法的施行，代表我國國防法制化的實現與順利啟動，陳水

扁在主持國防部所屬單位（機關）編成典禮時特別指出，「國防

二法」與「參謀本部組織條例」，不僅是在憲法的架構下，確立

了國防組織與體制，更重要的是注入了民主政治的新思維，進一

步落實「軍隊國家化」的要求。「軍隊國家化」是民主國家的建

軍特色，陳水扁的闡釋，說明了我國新的國防體制在設計上力求

切合全體國民期盼，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深刻用心，也是貫徹憲

法與遵循憲政體制又一具體明證，其意義至為重大。 

軍政軍令一元化的新國防體制啟動是我國國防體制歷史性

的重大變革，國防部應利用此一機會，帶動整體、全面的組織再

造，提升作業效率，發揮分工合作的組織效能。未來我國防組織

的調整與運作，如何藉由組織再造、充分授權、分層負責等方式，

達到「幕僚專業分工、業務流程簡化、作戰指揮快捷，進而創造

機能提升的現代化國防組織」，實為我國軍官兵共同努力的目標。       

基本上，國防二法的施行由體制革新與組織功能的發揮言，

實具有以下三項重要意涵： 

（一）貫徹國防組織再造的精神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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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軍政、軍令一元化為基本方向，從事體制設計與組織規

劃； 

（三）提升國防組織的專業分工效能。 

 

首先，在國防組織再造方面：如眾所周知，國防二法於民國

89年1月29日經總統明令公布後，即宣示國防組織邁向了一個新

的紀元。依「國防法」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

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

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準此，全民國防

為我國防事務之總目標，而組織再造的精神與原則亦繫乎於此。

另依「國防部組織法」制定原則所示，係以落實「文人領軍」理

念，發揮專業分工效能及配合政府組織再造三者為要，故彼此間

相互關聯，互為統攝。 

事實上，國防組織再造屬於政府組織再造的一環，藉由「新

公共管理」與「管理主義」的有效措施，重新建構行政文化、公

務人力、權責歸屬、獎懲制度與目標任務等體系，期能大幅提高

政府部門的效率效能、應變能力、革新能力及治理能力。明乎此，

國防組織再造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單位的精簡與重組，而在於整

體職能的轉變與調升。 

國防二法施行後的重要特色，為專業分工效能的提升。依據

國防部1992年國防報告書，未來軍政體系為部長之軍政幕僚，下

設戰略規劃司等十四個幕僚單位及總政治作戰局等九個主要機

關；軍令體系設參謀本部（編設七個幕僚單位），為部長之軍令

幕僚及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至於軍備體系，則為部長之軍備

幕僚，設軍備局全面整合國軍研發、生產和採購單位，並結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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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力量建立自主國防。由上述三大體系的組織規劃來看，不僅各

依職能進行細密分工，且就三者的關係而言，係以「軍政體系」

支援軍令、軍備體系之運作；以「軍備體系」支援軍政、軍令體

系之需求；以「軍令體系」提出與作戰有關之需求，可謂相互依

存，實為一體。因此，吾人實不難理解未來國防組織在「專業分

工、功能統合」的前提下，既符合法規與程式、決策與責任、經

濟與效率的「行政理性」原則，亦可透過組織資源的整合、組織

權力的運用及組織發展的引導，產生相互為用的積極作用。這無

疑是現代組織原理的具體化、實證化。 

總之，國防事務千頭萬緒，至為龐雜，必須在綜覈名實、調

度有節之中，發揮其決策機制應具之功能。況且，建軍、備戰與

用兵三事為國防要務，也必須有健全的組織體系、合理的資源分

配、完善的作業流程，以及現代的科學管理的支援，才能克竟其

功。因此，我們由衷地期許此一符合民主先進國家的國防運作機

制，不但能獲得全軍官兵的支援，也能真正為「全民國防」的政

策目標之實踐，奠定可大可久、永續發展之宏基。 

   

三、組織再造 

論述國防組織法應採何種方式立法，主要說法有二，即是以

學界所認定之廣義的「國防法」，或是狹義的「國防部組織法」。 

在軍事組織中，一般對於以資訊科技為基礎所造成的全球性

變革，究竟對長期軍事結構會有多大的影響，其實都不十分瞭

解。尤其在危機期間，世界和平與安全還得靠這些複雜的科技，

但其難以理解的特性，卻可能因為組織變革跟不上腳步，反而造

成代價昂貴的意外。在新資訊化網路裡，所有的事物都很複雜，

導致軍方再客觀的支援需求與主觀的社會架構上，無法確切地遂

 17



第一章  緒論 

行組織調整，並且也使軍方難以明瞭所需全般能力與學習事項究

竟為何。如果發生不良的系統適應，組織成員就無法精準地預判

重大作戰決策所帶來的後果。在危機中，不論是預期或已進行實

際運用，如果軍事組織不能因應新裝備的需求，或以不適當的方

式調適的話，那麼造成的意外狀況便會帶來不幸的禍害。 

資訊技術概念已散佈全球，使得軍事變革不必像以往一樣需

一再摸索，即可成為現代化部隊的模式。1991年，由媒體所造就

出來的波灣戰爭輝煌表現，以及以美軍為首的現代化軍隊架構，

以加速全球軍事制度選項的窄化，而且因為彼此互相抄襲，因此

對於構成「現代化」的看法，無論在廣度或共通性方面，都成了

這個時代特有的現象。 

不過，對大多數國家現有的軍隊及整個社會而言，想要達到

如此高的現代化—尤其是在電子戰予各種武器載台整合方面，勢

必得付出極大的代價才行。國防法的施行是以「軍政、軍令一元

化」為基本方向，強化「文人領軍」理念，使國防事務完整在文

人首長領導之下。因此，「國防部組織法」與「參謀本部組織條

例」乃據此配合規劃與調整，以符合有關要求。而「國防二法」

在建軍備戰功能方面的設計，乃是由軍令部門依據作戰構想，提

出建軍備戰需求；軍政部門則依據預算能力與國防政策，審查、

評估及分配財力；再交由軍備部門研發採購，籌劃所要的武器裝

備。此一具有內部稽核、評估功能的制度，有助於合理規劃建軍

需求，重分配三軍資源，使未來的兵力結構可以貫徹「有效嚇阻、

防衛固守」的戰略構想。我國「憲法」第137條規定：「中華民

國之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國防之組織，

以法律定之。」因此，制定國防組織法，以建立符合法制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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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現代化及專業化之國防運作體制，俾能發揮全民國防功

效，統合整體國力，達成保衛國家安全目的，係國防部自民國三

十九年以來賡續推展之一項重要工作，亦為立法院歷屆立法委

員，極為關注之重要法案。 

現代國防組織體系的建構，因為關係國家的生存發展，通常

必須考慮國家目標、歷史文化、國家資源、外來威脅等因素，其

主要目的在於適應國家當前暨未來的需要，確保國家安全。國軍

自建軍以來，即以捍衛中華民國為基本任務，早年由於國家處境

艱難，內憂外患頻繁，國內政局亦動盪不定，為因應國防安全需

要，乃發展為軍政軍令二元體制。一方面貫徹民主憲政的要求，

將有關軍政部分置於國會監督之下，另一方面對軍隊指揮的軍令

部分，則透過總統統帥權的行使，經由參謀總長直接指揮軍隊，

以集中力量應付外來威脅。自政府遷台以來，此一制度對維護台

澎金馬地區安全，確實發揮所望功能，然國軍為符合國情需要，

期建立一可長可內的國防體制，故仍積極推動制定「國防法」暨

「國防部組織法」之立法工作。 

「國防二法」實施迄今已屆滿六週年，就整體運作而言，不

僅在擴大國防事權的範圍上，呈現出具體的成效；更落實了「文

人領軍」、「軍隊國家化」、「國防一元化」、「全民國防」的

精神，使權責得以相符；在整合國防安全機制方面，成功的確立

國家安全與國防軍事間的運作與互動關係，為國家長治久安奠立

基石；在精實組織效能方面，使國防組織的運作更為順暢，而國

防組織與體制的再造，已然為我國在新世紀的國防，開啟嶄新的

史頁，國軍官兵更應體認軍務改革持續精實的價值，積極的求新

求變，精進不懈，以建構功能完備的國軍指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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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文平衡關係 

依國防部組織法第九條規定，國防部為國防行政之所需，得委託考試院

舉辦國防特考，以建立文官體制。 

為配合國防體制轉型與運作變革，確立文人領軍的理念，國防部除依法

任用不得少於編制員額3分之1的文官外，更積極建立國防文官體系，培

養其專業素質，強化軍文協同合作，增進溝通協調能力，使國防革新轉

型下的文官負有帶動及創造國防新思維的使命。因此，國防文官的培育

亦為國軍提升優質人力教育訓練的目標之一。 

「文人領軍」為民主國家統率三軍與國防管理的重要原則，其主要內涵

在於文人領袖負責制定國防與軍事政策，軍人採行軍事專業主義，執行

國軍的軍事政策，服從文人領導，不得干預政治。國防部自國防二法完

成立法後，已確立了此一原則與運作的機制，使我國邁向國防革新、具

備現代化國防體制的新時代。 

國防文官的進用乃為支持文人領軍機制，建立軍事專業分工體制。故落

實國防文官的進用、培育、考核、陞遷體系，發揮文官獨立的思維、觀

念，方有助益於創新和活化國防事務的推動，使能貫徹「文人領軍」、「軍

隊國家化」、「政治中立」與「全民國防」的理念。國防二法之施行，除

律定了文職人員進用之比例，也確立了文人領軍及軍政、軍令、軍備一

元化的民主國防體制，由文人部長總其成、負全責。同時，為使部長對

國防政策、國防資源具有前瞻性、周延性之決策能力，俾有效整合軍政、

軍令、軍備三大體系與指導國防施政，爰引進文官參與國防事務與國防

政策運作之設計，其精神乃在納入多元思維所帶來的創新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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