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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體制是台灣政府改造的基礎建設，21 世紀的世界各國均迅速

調整政府體質與改革，未來應如何興革考銓制度，如何在考試、考績、

保障訓練公務員等建立一套適合 21世紀的文官體制，進而拔擢優秀人

才為政府、為民服務，確已是當務之急。 

第一節  文官的培育與進用 

國防部針對文官晉用，自民國 92年起，即著手利用甄選、軍職人

員轉任考試、公務人員高普考等管道晉用文官，在美國國防部五角大

廈中，穿軍服的軍人與穿便服的文職人員幾乎是各佔一半，在世界的

民主國家中，參與國防事務的文人所佔比例也都相當高，這是一個先

進潮流的趨勢。文人進入軍中服務，正可為軍中帶入不一樣的思維，

縮小軍隊與社會的差距，因為文職人員的加入，可為軍中帶入民間的

觀念、企業界的觀念、學術界的觀念，這些觀念事實上，將有助於軍

隊現代化，對國軍建軍備戰是有正面幫助的。而國防部為配合國防體

制轉型與運作變革，確立文人領軍的理念，國防部除依法朝著任用不

得少於編制員額 3 分之 1 的文官目標努力外，更積極建立國防文官體

系，不過至今，晉用比例不僅甚難達到（其中還包括軍職轉任文官者），

此期間「到、離職變動率」幾乎高達百分之 40以上，離職原因或許因

個人因素諸多考量而有所不同，不過由此可以發現晉用的文官在國防

部運作體制內確實仍存有「水土不服」的現象。目前國防部所晉用的

「純文官」多從政府各部會甄選而來，不過真正從事政策思維提供決

策建議的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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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階軍職人員的眼裏，這些純文官多沒有軍事背景，也未接觸

或從事軍事事務，對軍事事務是既不懂又陌生的；反之，這些純文人

對軍中僵硬的思維模式、獨斷的一言文化、不尊重學術專業、與部份

無效率的虛工加班方式，充滿痛苦與無奈，也因此導致求去心態與離

職情況居高不下。在離職人員耳語相傳下，有意進入國防部的有志之

士若先私下打探可能會望之卻步，在離多補少情況恐怕此三分之一的

文人區塊不僅補不滿，可能更形萎縮而泡沫消失，因此強化軍文協同

合作，增進溝通協調能力，使國防革新轉型下的文官儘速適應環境，

並承擔起帶動及創造國防新思維的使命，因此，國防文官的培育與晉

用以及軍文職人員之協調與相互尊重亦為國防部推動文官制度所必須

優先解決的課題。 

一、進用文官的理念  

「文人領軍」為民主國家統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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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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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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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立國防文官體系  

（一）目前文官進用情形 

國防部自國防二法施行起，陸續於國防部及所屬機關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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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個文官職缺編制，以「國家考試」及「公開甄選」等方式

進用，截至民國95年6月止，已進用了184人，達文官編制員額

65％以上。未來將持續透過上述考選方式嚴格選才，並申辦「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人員考試」，以培育長留久任之國

防專業人才（引自95年國防報告書）。 

（二）規劃增設國防職系 

國防部將建請銓敘部增設「國防行政」與「國防技術」職

組及職系，以利日後在進用人員上得以擇取具「國防」專業人

選，滿足推展國防業務實需。 

（三）規劃國防文官運作制度 

在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中，穿軍服的軍人與穿便服的文職

人員幾乎是各佔一半，在世界的民主國家中，參與國防事務的

文人所佔比例也都相當高，這是一個先進潮流的趨勢。文人進

入軍中服務，正可為軍中帶入不一樣的思維，縮小軍隊與社會

的差距，因為文職人員的加入，可為軍中帶入民間的觀念、企

業界的觀念、學術界的觀念，這些觀念事實上，將有助於軍隊

現代化，對國軍建軍備戰是有正面幫助的。而國防部為順遂推

動國防文官運作，發揮預期效能，達致文人領軍目標與軍文合

作願景，國防部正逐步規劃文官運作制度： 

1、規劃編制員額 

依國軍「精進案」組織調整，規劃各業務單位文官編制

員額，除「國防部組織法」所定員額外，另軍備局、軍醫局

亦需進用編制員額 3分之 1文官，使國防部文官編制達 282

個員額。 

2、進用陞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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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陞遷法」，訂定「國

防部公務人員內陞作業規定」，辦理國防部文官陞遷調整作

業，以活絡國防文官人事經管，提升人員士氣。 

3、考績考核作業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訂定「國防部公務人員考

績考核作業要點」及「國防部公務人員獎懲標準表」，辦理

文官考績考核與獎懲作業，以達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及準確

客觀之目的。 

4、福利待遇與權益保障 

於民國 93年度訂頒「簡任非主管人員支領主管職務加

給作業規定」、「國防部文職人員加班管理作業規定」，依

規定發給簡任非主管職務加給、加班費；另依「行政院及所

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發給不休假加班費及休假

補助費，並於 94年度開始發給值班（日）費、交通費。同

時，對文官其他福利權益亦積極檢討並謀求改善，用以激勵

文官士氣，長留優秀人才。 

三、培育國防專業素質  

文官之所以沒有軍事素養，是因為未曾經過長期軍事教育訓練

與環境的浸潤，因此如何給予文官完善的軍事職務教育與機會，才

是軍職人員應該要做的，如何建立這個教育訓練還境，參考比照軍

職三段低、中、高階（高級班、指參、戰院），及不同短、中、長

期專業訓練不失為良好的方法，為培育長留久任之國防文官，國防

部特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暨其施行細則、「行政院及所屬機

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訂頒「國防部文

職人員訓練、進修暨終身學習作業要點」、「國防部軍文職人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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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作業訓練實施計畫」等規定，納入相關軍事訓練課程，經由各項

教育訓練，使進入國防部任職服務之文官能快速熟悉國防事務，並

能充實國防專業素養，充分發揮所長。 

  

 

第二節  文職與軍職人員之專業分工 

「文人統制」的基礎是基於政軍兩大菁英集團，在專業知識與專

業職責的分工，文人必須對軍人的軍事專業表示尊重，在進入國防體

系之後，應加強自我於軍事方面之專業素養，設法瞭解並融入軍隊之

組織文化，依據所學之民間專長提供軍職人員改革意見，而軍職人員

除應尊重文職人員之專長外，軍中高階主管於分配文職人員工作職務

時應對照其公務人員職等給與適當之位階，在專業分工上應做到以下

二點：  

一、強化軍文合作增進溝通協調能量 

國防部為融合軍文思維的文化差異，增進彼此溝通協調，強化

軍文合作效能，將建立有效的運作模式： 

(一)在職缺編設上，採軍、文職併列方式，正副主管採軍、文職互

補模式共同推動國防事務。 

(二)在組織業務上，採共同作業，強化軍文協同合作，減短文武思

維衝突磨合期程。 

(三)在教育訓練上，採混合施訓，期於學習成長過程中培養溝通協

調合作能力，創建共同的組織文化理念。 

二、新時代的國防文官思維 

國軍實施「精進案」後，已進入一個新時代的國防革新轉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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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除軍職人員本其軍事專業的構思外，更期望借重受過不同專業

領域訓練，擁有獨立思維模式的國防文官共同參與。目前，此一思

維已漸漸成型，並逐步顯現施政的具體成果1。從現實的層面觀察，

軍人循既定的培養途徑，有系統的學習軍事知識與技能；而文人則

必須透過自修學習，但文人熟悉政治的運作，控制著軍隊的預算，

也掌握高階軍事人員的晉升與派任。軍文各自循其資源基礎發展，

軍職人員與文職人員的發展與培養途徑既不相同，因此在處事態度

與觀點上亦常不相同。從美國過去在海外用兵作戰的實例可以發

現，文人領袖通常主張有限度、彈性的作戰；而軍事領導人則傾向

在一個明確授權、確定情境、大規模用兵的情境下作戰。在國防軍

事環境下培養的軍人，與負擔政治責任的文人，思考方式與行事風

格並不相同。 

國防二法之施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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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由於國防事務領域具備專業性、機密性，要落實國會的

民意監督及國防體制外的行政監察，實非易事。因此，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要達到「文人統制」軍隊的較佳方式

為「客觀文人統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意即發展專業軍

官集團來控制軍隊，使軍隊專業化，軍人從事純軍事任務，培養軍

人服從文人領導的軍中倫理。換言之，是以「最大程度的地培養軍

                                                 
1 參閱國防部（2006），《九十五年國防報告書》，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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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軍事專業主義」2，使專業軍人接受民主憲政的價值體系，建

立專業軍人的專業倫理。同時，就軍人心態觀點而言，文人政府亦

必須理解，對軍隊控制原則以決策或重大事項為主，軍事專業領域

則充分授權軍人，以盡情發揮軍事體制的最大功能。因此，我國防

組織再造，除了「國防法」明定「文人領軍」的法制改革之外，更

應積極培養「軍事專業主義」，並透過意識形態的灌輸，將之內化

於軍事專業倫理中，而成為組織文化的中心。 

文人部長負責國防政策的大政方針制定、國防預算的爭取、國

會的聯絡協調，及負責對民眾說明國防的施政方針，做到國防施政

透明化，這是身為國防部長與來自各不同領域進入軍中的文職人員

應有的職責；至於建軍備戰、部隊的訓練與作戰，仍由參謀總長帶

領軍職人員執行，彼此分工合作，如此既能維持軍政、軍令一元化

的要求，也符合專業分工、分層負責的理念。     

第三節  軍文平衡關係之發展 

軍文關係（civic-military relation）顧名思義是指文人與一般軍人的

關係，但對政治學而言，是指政府和軍隊體制間的關係。隨著國家的

發展、政治文化及組織架構不同。這關係有多種型式，無論如何，要

協調彼此之間是很困難的，因為軍隊生活或多或少會和社會疏離3。軍

文關係不只指政治與軍隊之關係，更廣泛地包括軍隊與國軍以外之組

織、集團等一般社會相互間關係，以及由此兩者關係所產生之各種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關係，處理這些關係與問題之理論，皆稱為「軍

                                                 
2 Huntington, Samuel P. (1956), The Soldier and State: The Theory Politics of Civil-Miltary R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65. 
3
 Bogdanor, Vernon（1987）,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K.:Blac

kwell Reference Press，p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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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關係」（章瑞卿，2000：423）4。 

會探討軍文關係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分工的觀念，戰爭

是屬於軍隊（軍人）的專業領域，而軍隊所擁有的強大武力，又使人

不得不將勢力擴張到政治的領域中。杭亭頓（Huntington）認為如果把

軍文關係視為一種兩極權力的型式，那麼兩極都有一些不變的特性，

「文人」這一極常被視為開放、樂觀及反軍人的；而「軍人」這一極

卻被視為保守、悲觀及權力心的5。 

「軍文關係」指的是軍事領導人與文職領導人的職權運作與決策

隸屬關係。文職領導人在台灣指的是總統、行政院長及國防部長，而

軍事領導人指的是參謀總長、各軍種司令（各軍種總司令部已於 95年

2 月降編修正為司令部），平時由文人領導體系負責國防政策的擬定，

而參謀總長、各聯參次長及各軍種司令部職司部隊之訓練，而理想的

軍文關係發展，必須兼顧貫徹文人統制精神，與提升軍事機構的運作

效能，並在二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假若「文人領軍」確實是國人的期盼與政府未來推動方向，那就

不能僅僅只是換一個純文人部長。文人擔任國防部長另外的好處是，

部長可成為軍人與企業界的橋樑，也能成為國會與民間的橋樑，而橋

樑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就軍隊現代化而論，軍隊要達到現代化的目

標，需引進非常多的技術，這些技術必須與企業界、學術界來往才容

易獲得，文人在此方面有更多的接觸機會，希望未來是在一個具有專

業能力的文人團隊，分別於不同領域（如軍政的戰略規劃、人力、資

源、軍法、法制、後備事務、整合評估，軍備的計畫評估、採購獲得

管理、工程營產，政治作戰局的文宣、眷服等等層面），與軍職人員共

                                                 

ilit

4
 章瑞卿（2000），＜我國與日本軍隊在憲法秩序中之角色＞，《日本研究》，423頁，頁50。惟該

學者稱（civil-military relation）為軍民關係 
5 Huntington, Samuel N.（1957）,The Solid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ary Relation
（Cambridge:Belknao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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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動台灣《國防二法》建立後所賦予的「國防軍事事務革新」，才是

「文人領軍」的真正意涵6。文人擔任國防部長另外的好處是，部長可

成為軍人與企業界的橋樑，也能成為國會與民間的橋樑，而橋樑的工

作是非常重要的，就軍隊現代化而論，軍隊要達到現代化的目標，需

引進非常多的技術，這些技術必須與企業界、學術界來往才容易獲得，

文人在此方面有更多的接觸機會。 

在國際冷戰結束、全球民主化蔚為風潮後，有關文武關係的研究，

漸漸從長久以來分別以已開發國家、共黨國家、開發中國家軍事組織

之主要類型，進行相關角色探索的方式，轉而朝向評估如何將以文人

主治（civil supremacy）和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rofessionalism）

為主要內涵的已開發國家文人領軍（civilian control of military）

模型，推廣至前共黨統治及開發中國家。 

揆諸實際，我們的確看到包括我國及東、中歐、拉丁美洲等許多

甫經民主轉型的國家，在過去一段時間內，致力於「文武關係硬體建

構」的制度性安排。然而不少研究發現，前述這些努力未必就能如預

期般地，使具有軍人身分的政治人物接受「民主的控制」，也不易見

到嚴謹而排除黨派偏私的國防政策。究其原委，主要的原因在於：西

方自由民主的規範和價值，未能在正處民主過渡時期國家的政治文化

和軍隊文化中，獲得鞏固和內化。這也就是說，如果軍隊排斥文人統

治，甚而以整個軍事機構干預國內政治；而文人政府既無法在政府及

行政結構層面，展現有效治理的能力，又為了本身的政治目的，而誤

用或濫用行政對軍隊的控制，那麼，體現文人領袖和軍事將領們共同

接受、維持文人主治基調之相關原則、規範與決策程序等軟體建構，

便無由產生。 

                                                 
6 參閱自《聯合報》，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十二日，＜文人部長不等於文人領軍＞，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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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ington認為「社會因素」是軍文關係的主要決定因素。按照

克勞賽維茲的看法，軍隊為戰爭法則的掌握者，因此，作戰為軍隊的

專屬領域。Huntington根據這種分工的觀念，提出了「客觀的文人統

制」，並認為這種統制方式，可以將軍事素養發揮到最高的程度。而發

揮軍事素養的最佳方法是，軍隊不要插手政治，同樣的政治人物也不

要插手軍事事務。因此，軍隊應該「隔離」於社會，不應受到指揮體

系以外的文人影響；對於軍隊的管理應透過法律、規定及正式的指揮

體系，讓軍隊發揮應有的實際效用，相對的，軍人也必須重視文人之

非國防領域而具廣角視野之社會經驗與專業，如此才能真正落實軍職

與文職之間的互補功能，提升整體行政效能。 

 

第四節  文官對組織文化之認同與適應 

國防部針對文官晉用自民國 92年起，即著手利用甄選、軍職人員

轉任考試、公務人員高普考等管道晉用文官，並期待於 93年 3月可達

到國軍文職人員總額晉用比例三分之一，不過一直到今天，晉用比例

仍未達到（其中尚包含軍職轉文職者），此期間「文官到、離職變動率」

幾乎高達百分之 40以上，離職原因或許因個人生涯規劃之考量而有所

不同，不過可以顯示一項事實就是晉用的文官在國防部運作體制內確

實存在「水土不服」的現象。 

目前國防部所晉用的「純文官」多數從政府各部會甄選而來，不

過真正從事政策思維提供決策建議的是少之有少。在高階軍職人員的

眼裏，這些純文官大多沒有軍事背景，也未接觸或從事過軍事事務，

對軍事事務是既不懂又陌生的；反之，這些純文人對軍中僵硬的的思

維模式，獨斷的一言文化、不尊重學術專業、無部份無效率的虛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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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官體制與專業分工 

班情況，充滿痛苦與無奈，也因此導致求去心態與離職情況常居高不

下。在離職人員耳語相傳下，有意進入國防體系的有志之士常會望之

卻步，在離多補少的情形下，要達到進用率百分之 30的目標將更形遙

遠。 

筆者認為文官對國防體系適應的關鍵問題有三：第一、高階軍職

人員的思維與支持。晉用文官最原始的用意主要是給予高階文官參與

國防決策，假若只是支持虛華的政策口號，而不實質給予空間，聽命

式的行政作業還不如交回給軍職人員執行上更為快速，並且不能存有

可能限縮軍職轉任文職的心態與成見。第二、建立完善的文官學習訓

練時間與見習環境。文官之所以沒有軍事素養，是因為未曾經過長期

軍事教育訓練與環境的浸潤，因此如何給予文官完善的軍事職務教育

與機會，才是軍職人員應該要做的，如何建立這個教育訓練環境，應

參考比照軍職三階段教育訓練7。第三、軍職人員晉升與福利制度有其

明確之體系運作，不過現行的國家行政機關文官體制，與特殊獨立的

國防體制有相當的差異性，因此往往致使文官有二等軍人的感覺，因

此重新檢討晉升與福利制度來銜接，亦是重要且急迫改善的事務（王

志鵬，2007：5）。 

由此可知，國防體制已由以往軍人為主體的情況改變至今日我們

所探討的文武平衡與專業分工的重點上，文人大量的進入軍中，改變

了國防部的組織生態，相對的也壓縮了軍職人員的發展空間，，然而

對一個民主國家而言，軍隊必須與社會接軌，吸收各界的新觀念，是

必然的趨勢，彼此尊重，依專業分工合作，對國防事務革新方有助益。

                                                 
7 所謂軍職三階段教育訓練是指高級班、指參教育及戰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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