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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如何看待民國時期？

• 這段歷史有何特色？

• 從甚麼角度看？

• 以人物作為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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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裝秀：
馮玉祥

(1882-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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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有別？何謂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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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軍事改革與
「現代軍人」

廣西提督蘇元春，約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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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軍事改革與
「現代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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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軍事改革與
「現代軍人」

陸軍小學陸軍中學軍官學校陸軍大學

陸軍大學 保定軍校

清河（第一） 附近各省

西安（第二） 附近各省

武昌（第三） 附近各省

南京（第四） 附近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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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鼎北洋政府最高
權力的 「軍閥」 ：

吳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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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鼎北洋政府最高
權力的 「軍閥」 ：

吳佩孚

• 軍閥集團的形成和凝聚力

• 早年的吳佩孚

• 民初內戰與武力統一論

•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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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霸一方的軍事領袖：
陳濟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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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霸一方的軍事領袖：
陳濟棠

• 「軍閥時期」備受忽略的要角：
省軍

• 陳濟棠的出身

• 北伐前後的兩廣

• 廣東現代化與陳濟棠

• 「機不可失」：反蔣失敗與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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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軍人：
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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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軍人：
蔣介石

• 「革命話語」的來臨

• 蔣介石的出身與早年

• 以紀律治國的界限

• 中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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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話語」的
來臨

軍閥把持的是地盤；我國民革命軍打倒什麼地方，就讓什
麼地方的人民去統治。軍閥要的是財產；中正轉戰經年，
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的是自己的生命，斷送是將士
的生命；中正則自北伐以來，每每身先士卒，早把生死置
諸度外。軍閥取給的是帝國主義者；中正則從未得帝國主
義者的一槍一彈和一文餉項。我國民革命軍轉戰幾千里，
是為主義而犧牲的，不是為中正個人而犧牲的。

我們以黨治國，不但以黨的主義、政綱和訓練，對於有政
治覺性的人，定下了共同認定的步驟；而且於國民制裁之
外，更加一層黨裏的制裁。

蔣中正：「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總統蔣公思想言
論總集》卷30（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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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紀律治國的界限

欲有軍隊而不生軍閥，則莫如軍隊黨化，軍隊黨化，則軍
隊中人人服從三民主義，而斷不為一人所用，軍閥自無從
產生，國民黨者，三民主義之黨也，三民主義者，民族民
權民生，皆為全民利益計，而無偏隘之主義者也，故軍隊
黨化，即無異軍隊國民化也，故曰國民革命軍之軍隊，乃
民眾之軍隊……中國之軍隊黨化，且將成為世界最純潔之
軍隊……

蔣中正：〈今日黨員與政府軍隊及社會之組織惟一要素〉，
《軍事雜誌》（1929 年），第3期，論說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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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軍人：
周亞衛

• 民國軍人的特殊群體：知識軍人

•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

• 軍事現代化的限制

• 從無兵權的理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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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教訓

國際聯盟之約，仲裁裁判之制，不過得緩和戰爭於一時而
已。無消除之功也。世界大同，雖為人類進化所必至，然
非民族之勢力均衡，戰禍之慘烈於極度，使人心一致趨於
息爭止戰之途，則世界大同不能實現。故由今日至世界大
同，其間應經歷之戰禍尚不知凡幾。國家興亡隆替者亦不
知凡幾。且世界縱一但大同矣，又焉知治極而亂合久而分
乎？故戰爭將與人類之生存共始終，而立國於世界不可無
軍備以為之防。

周亞衛：《國防論》（北京：京華印書局，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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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教訓

民國主權在民⋯⋯現代之國防戰爭〔乃〕國民戰爭也。民國
之國民其所負國防上之責任至重，而所需國防上之智能至
切⋯⋯國防上之一切事物，莫不有俟夫全國國民之群策群力
者⋯⋯故建樹國防，對於國民須有適當之軍事教育。

周亞衛：《國防論》（北京：京華印書局，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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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教訓

現代之國防戰爭，乃國民戰爭也。兵員眾多，器材浩繁，
國防之責任，在國民全體。國防上所需之智能，亦應普及
於國民全體，軍備者，非僅兵力也，一切有形之人馬器材
資產，無形之思想學術技能，舉凡與軍事上直接有關係者
悉屬之。陸海軍及各種軍事機關與平時軍事上之一切設備，
不過國防組織之一部分而已。國防組織之全體乃國家之全
體。

周亞衛：《國防論》（北京：京華印書局，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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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教訓

自衛者，國家設防之正義也。若向外圖侵略，則於現在為
不可能，於將來亦非必要。

列國之離合，視乎利害，道義及友情，在國際上其力甚微，
故外交應善友睦鄰，以其寡敵而多助，而國防則貴自立，
則敵畏而友親。

國防建設既成之後，亦宜永守自衛之方針而不輕用兵，已
喪之國權收之以漸，已往之國恥，忍於無形。凡國際紛爭，
折衝於樽俎而不相見於干戈。

敵人侵佔之途，由陸由海由空，我之設防也，防陸者在陸
在空，防海者在海在陸在空，防空者在空，敵人侵入之途
三，而我防之則空居其三，陸居其二，海居其一，故所應
最重者在空，而在陸次之，在海又次之。

周亞衛：《國防論》（北京：京華印書局，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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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現代化的限制

警察者，任社會防護之業者也，今日社會防護之業，竟以
軍隊任之為主。剿匪清鄉，成為軍隊之常務矣。夫匪之所
以生，鄉之所以亂，應求其理於政治經濟之中，而得治本
之道，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富貴而後知榮辱……法律為之
防，而輔以教化，推行法令，則警察之責任重且大矣，使
人各有業，戶各有籍，則良者自安，暴者可除，今以軍隊
剿之清之，徒見揚湯止沸耳，兵來匪去，兵去匪來，果何
益耶？況因此而軍隊遷調無常，駐地星散，教育廢弛，乃
國防上之患也……

周亞衛：《國防論》（北京：京華印書局，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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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兵權的理論者

民國十八年春，在編遣大會之始，前參謀本部即提出軍區
議案，是為建軍最要之基礎法則。惜當時群惕於軍閥割據
之風，斯案乃遭否決。自是以來……綏靖公署，保安司令
部，軍管區司令部，邊區公署，警備司令部等，相繼而生，
制度不一，事權不確，而與省政府間軍民兩政之關係尤多
糾錯，至所有軍務，非集事於中央，紛繁失機，即事權莫
屬，廢而不舉。此亦數年來失地折兵之一原因歟。

周亞衛：《建軍大綱稿案》，國史館檔案，002-080115-
00007-001。

30



不幸的異類：
王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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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異類：
王賡

• 王賡的不幸一生

• 為何要看異類？

• 民國史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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