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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建立「現代國家」之 

思想及實踐初探 

蘇 聖 雄
 

本文爬梳蔣中正（1887-1975）掌權以來留存的演講、書告、

檔案、自記，並參酌相關回憶，以長時間來看蔣所認知的「現

代國家」為何？建立的方法為何？此與其統治方式有何關係？

對民國史之發展又有何影響？ 
本文指出，蔣中正所認知的「現代國家」與現今吾人「一

般」熟知的現代國家——工業化、民主化、政黨政治國家不甚相

同。蔣所認識的現代國家為能屹立於現代世界的國家；其認定

現代化就是「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地說，

即「軍事化」。現代國家唯一之特質，為「全國總動員」，其

生命力為教育、經濟、武力（軍事），建立現代國家須由此著

手。教育是連結經濟與武力的總樞紐，為建立現代國家之根本；

軍事方面，須致力軍事集權，並由軍事機構領導，由此建立組

織，再推而廣之；經濟則以重視資本、組織土地以及健全財政

機構為要。 

蔣中正思想中的現代國家須由其領導，並以其為核心建立

組織、紀律。從蔣欲建立現代國家之脈絡，我們或可嘗試跳脫

權力慾望、政治鬥爭的角度，由另一軸線檢視其作為，其許多

擘劃、行徑，或可由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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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蔣中正「現代國家」之思想 

三、「現代國家」之建設方法 

四、建設「現代國家」之現實 

五、結語 

一、前言 

蔣中正對現代中國的重要性，罕有其匹，渠於孫文去世之

後，歷經政治鬥爭、軍事衝突等歷程，最終成為中國最高領導者，

在中國大陸掌政二十年，在臺灣則達二十五年，影響極深至大；

其人其事，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蔣中正領導的中國，外有外邦之侵襲，內有政治、軍事反對

派之抗拒，極其窘蹙，當中錯綜權力之追求、派系之爭鬥、自我

之驅使，交織出近代中國極繁複的圖像。學界對於蔣在政治、軍

事、外交、教育等諸多層面之角色，皆有一定探討，本文則嘗試

爬櫛蔣中正「現代國家」之思想，長時間觀察、析論其所認定的

「現代國家」達成途徑，並試圖以此脈絡，理解蔣之施政。 

就現今吾人之「一般」認知，「現代」不單指某個時間段落，

還包含某些特定的象徵、性質與條件，如經濟上的工業生產、自

由貿易；政治組織上的主權國家、政黨政治；社會結構上的核心

家庭、大眾文化。「現代國家」的政治結構要求尊重人民意志、

政教分離、權力分立制衡，其經濟結構則預設有貨幣流通、資本

信用、產權保障、開放市場等制度。易言之，現代國家即為有「現

代性」（modernity）特徵屬性的國家。1 

                                            
1 現代化理論從冷戰中的美國發展出來，部分學者探討現代國家，似不免受

現代化理論影響，而概括出如上述之一般特徵。參見 Michael E. Lat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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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現代國家之一般認知，已有學者提出檢討。王國斌指

出，研究者探討何為現代國家，多以歐洲經驗為參照，根據有無

西方國家之特徵，來衡量一個國家現代性之程度。2但歐洲列國

蛻變為現代國家的經驗十分複雜，實未僅若上述之一般認知。正

如 Fred Riggs 所言，現今認定的現代國家的基本原則，受到工業

化後的民主根深蒂固之影響，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普遍存在。實際

上，現代國家的出現為晚近現象，最初自歐洲及北美開始發展，

其後擴散至全球，時至今日仍混雜著許多不同的觀念，吾人實難

以清晰陳述。3Charles Tilly 則指明，發展理論（developmental 

theory）強調政治現代化（political modernization）、政治發展

（ political development ） ， 並 認 為 社 會 發 展 有 標 準 的 路 徑

（standard path），但這一派的分析缺乏時間縱深，忽略了民族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翟本

瑞，〈現代國家形成的社會學反省意義〉，《思與言》第 27 期（1989，
臺北），頁 303-318。江宜樺、李強主編，《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

（臺北：商業周刊出版公司，2003），江宜樺，〈導言〉，頁 vii。常士

誾等，《現代國家及其政治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頁 27-32。 
2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1. 
中譯本見［美］王國斌（R. Bin Wong）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

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頁 91。此譯本與原文有一定落差。 

3 Fred W. Riggs, “Ethnonationalism, Industrialism, and the Modern Stat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5: 4 (1994, London), p. 588. Roland Axtmann 指出，「現

代國家」有四個關鍵觀念：領土國家及主權統一、同種之民族國家、民主

化及大眾主權、民族國家思想的全球擴張。Roland Axtmann, “The State of 
the State: The Model of the Modern State and Its Contemporary Trans-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5: 3 (2004, Beverly Hills), 
pp. 259-279.學者對現代國家特徵看法之分歧，恰恰呈現現代國家內涵之

複雜及難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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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初建的問題，僅分析現下的國家，以致較為強調現代西方世

界的政治安排（political arrangement），如議會民主等。4 

蔣中正所認知的「現代國家」是否與「一般」認知相似？若

答案為非，其內涵、意義、影響為何？是否與學者對「現代國家」

概念的檢討呼應？此為本文探討重點。在資料的使用上，筆者爬

梳蔣中正掌權以來留存的演講、書告、檔案、日記，並參酌相關

回憶，擇其要者進行敘述。5 

一個人的思想複雜，蔣氏亦然，思想間或者互斥，或者共容。

筆者以蔣「現代國家」思想為核心、線索，並不意指蔣之「革命」

等其他思想不重要，僅欲以此作為軸線，藉之掌握蔣思想的一個

側面；至於其他思想，筆者欲留待將來再進一步分析。 

二、蔣中正「現代國家」之思想 

蔣中正如何看待「現代國家」？吾人可由其講詞略窺所思。

1936 年 2 月 19 日，蔣演講〈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

                                            
4 Charles Tilly, “Western State-Making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02-607. 

5 或謂蔣之講稿為幕僚所擬，不見得可以呈現蔣的思想。依張淑雅分析 1950
年代末期蔣日記所見，蔣對發布重大訊息「兢兢業業」、「經過自己多方

思考修改後的想法或文稿，往往在發出前還是會先召集幕僚來商討」。張

淑雅，〈蔣介石一瞥：1950 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臺灣史研究》

第 18 卷第 1 期（2011，臺北），頁 185-216。筆者查閱蔣〈敵乎？友乎？〉

一文的口述、撰寫過程，亦注意到其修訂再三，文稿絕非僅為幕僚意見。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9 冊（臺北：國史館，

2007），民國 24 年 1 月 4、6、9、11、22 日條，頁 26、36、56、71、113。
即便蔣會因事件輕重，對文稿的重視、修改程度不同，然定稿文字仍應曾

獲其認可。職是之故，筆者所徵引之演講、書告，應可呈現蔣思想之一面，

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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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 

我們必須將各個人以至整個社會國家一切不良的腐敗

的，換言之就是舊的思想行動習慣風氣，一概革除，造成

一個良好的文明的思想行動，就是新的習慣和風氣，然後

我們纔可以成功一個現代的人，如此我們的國家纔可以建

立一個現代的國家。現在人家批評我們的國家，為落後的

國家，或說是非現代的國家，怎麼叫「非現代的」呢？說

得好聽一點，就是「落後」，就是不能和人家並駕齊驅，

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腐敗」，就是「野蠻」，換言之，

就是說過去的生活。6 

蔣中正所說的「現代」國家，是相對於「舊」、「落後」、「腐

敗」、「野蠻」的國家；「現代國家」即為「能和人家並駕齊驅」

的國家。蔣對此之闡述，有時間的內涵，也可說是在國際競爭的

脈絡下提出。蔣進一步闡發曰： 

現代是「科學的時代」，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

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

事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實事求是，精益求精」，

分別來講，就是要「真實」不許有一點虛偽欺騙，要「精

確」不許有一點苟且含糊，最後更要「徹底」，不容許有

一點因循苟且或半途而廢的惡習。7 

蔣將「現代化」等同於「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8

                                            
6〈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1936 年 2 月 19 日），收入秦孝

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

史委員會，1984），卷 14．演講，頁 64。底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7〈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1936 年 2 月 19 日），收入秦孝

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演講，頁 65。 

8 二十多年後，蔣仍本此說：「所謂現代化，亦就是綜合科學化、組織化來

說的意思」、「不論講現代化、組織化、或科學化，而行政三聯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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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之概括為「軍事化」。可說蔣所想望的「現代國家」，其實

就是「軍事化國家」。其中「科學化」所指為何？蔣謂： 

所謂科學的辦事順序，簡單的講，就是要由近而遠，自卑

而高，為大於微，圖難於易［蔣謂為四句要訣］。……要

做遠大高尚的事業，一定要從最切進最平易最細微的事情

做起，按部就班的逐漸擴大增長，小的事情先做好，然後

可以做大事……我們辦事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好高騖

遠，希圖躐等僥倖……科學的辦事精神，扼要的講，就是

凡事要能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繼續不斷，貫徹始終。9 

在上列兩段引文之中，我們可以注意到蔣所謂科學化，意指科學

的辦事順序、科學的精神，非「一般」所言西方的物理、化學等

科學研究，而是「實事求是，精益求精」，重視按部就班、從細

微做起。是以在蔣的定義之下，人人都可以科學化，不見得必為

科學家之專利。蔣又謂： 

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貫注於教育，則成為教育的現代化；

貫注於社會，則成為社會的現代化；貫注於黨務，則成為

黨務的現代化；貫注於國家行政建設，則成為國家行政的

現代化。10 

                                                                                                                                    
一個組織教育最起碼的入手工作」。〈對軍事教育的提示〉（1961 年 3
月 10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7．演

講，頁 456、463。三十多年後，蔣仍謂：「當然大家要問，現代化的標

準究竟如何？其實講起來，現代化就是科學化，亦就是以科學的精神和方

法，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向上發展的意思。」〈求新、求行、求本、求

生的意義與行政革新科學管理〉，收入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黨務工作會議

秘書處編，《總裁訓詞》（臺北：編者自印，1968），頁 17。 

9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9 冊，民國 24 年 1 月 
28 日條，頁 137-141。 

10 〈科學的道理續編〉（1969 年 2 月 24 日），收入張其昀主編，《蔣總統

最近言論選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71），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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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蔣所稱的「科學化」為「普遍的」科學化；各個層面皆可科

學化，亦即可現代化。而蔣所指的「組織化」為何？蔣謂： 

一切合理的科學的組織，必須具備兩個基本要件。一個就

是要有最明確之直的系統，一個就是要有最密切之橫的連

繫。所謂直的系統，即指由上而下層層節制的統屬關係。

必須此種關係明確，然後組織能運用靈活，有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所謂橫的連繫，即指整個組織之各部分，

彼此休戚相關，動作協調的連帶關係。必須此種關係密

切，然後組織的各部分，才能調整而互助合作，使整個組

織發生最大的效能。11 

蔣所謂的組織化，強調直向、橫向之互動，直向重統屬，橫向重

連帶，而目的在發揮最大的組織「效能」。蔣尚謂「要促成國家

現代化，就先要做到一切制度化。能夠制度化，才可以用一分力

量，得一分效果」，並認為「現代的社會，現代的國家，如果不

能發揮組織的力量，絕對不能生存，更不能對共匪和俄寇來鬥

爭」。12由此可見其對現代國家之組織的重視。至於「紀律化」

為何？蔣謂： 

我們這里所謂嚴守紀律，並不是單指狹義的軍風紀而言，

凡是國家的法紀和社會生活的軌範，我們都要嚴格遵守，

所以我們不好貪財，不好驕傲，不好懶惰，時時刻刻要遵

守時間，節省時間，纔可以來發揮我們工作的效能。13 

                                            
11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9 冊，民國 24 年 1 月

28 日條，頁 153。 
12 〈本年度工作檢討與明年努力的方向並闡明組織的精神與內容〉

（1950 年 12 月 24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 23．演講，頁 472。 
13 〈剿匪要從精神、組織與紀律來奮鬥！〉（1933 年 4 月 24 日），收入秦

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1．演講，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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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所謂紀律，不僅意謂遵守法律、服從命令，尚指嚴守社會規範，

故其亦重「精神紀律」。14在此，吾人復可見蔣所以重紀律，著

眼 點 亦 在 「 效 能 」 ， 可 說 蔣 的 現 代 國 家 論 述 ， 工 具 性 理 性

（Instrumental Reason）色彩極為明顯。 

以上略述蔣所謂「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之內

涵，至於由此三點概括而成的「軍事化國家」涵義為何？1936

年 2 月 29 日，蔣在金陵大學出席首都講演會，演講〈生活與戰

爭〉時說到： 

你們各學校學生，要能作全國學生和全國同胞的模範，首

先必須做成一個健全的現代國民。明白的說，就是要能作

現時代一個健全的戰鬥員！要能作健全的戰鬥員，先就要

有戰爭的精神，過戰爭的生活，作戰爭的準備！大家要曉

得：所謂戰爭，並不是專講開砲開槍決勝疆場等事，平時

無論起居作息，一切行動工作，都是戰爭！尤其當此內憂

未已外患日深的國難嚴重時期，我們全國國民，無一時一

刻不是在戰爭的當中，無一事一物不應作戰時的準備；簡

單的講，我們的生活，就是戰爭！ 

現在我們中國人為什麼要被外國人輕視？就是因為一般

人，甚至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學生都不知道「生活即

戰爭」，和「現在的生活即戰爭的生活」的道理；不知道

如何來做成一個現代的國民！建立一個現代的國家！所

以他們要譏笑我們國民和國家是「非現代的」。所謂「非

現代的」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落後的」，「野蠻的」，

再明白的說，就是「不能生存」，「應該滅亡」的意思！ 

從前交通不發達，沒有外國人侵略進來……但是到了現

                                            
14 〈剿匪要從精神、組織與紀律來奮鬥！〉（1933 年 4 月 24 日），收入秦

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1．演講，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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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整個世界已變成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奮鬥爭存的場所，

特別是我們中國，已經成了一切帝國主義者逐鹿的中心，

我們現在同時受到他們政治、經濟、武力以及思想文化各

方面種種嚴重的侵略壓迫，我們如果再不能提起戰鬥的精

神來拼命奮鬥，時時過戰爭的生活，刻刻作戰爭的準備，

仍舊如同過去一樣，馬馬虎虎糊糊塗塗過睡覺的日子，那

末，我們就真是不配作一個現代的中國國民，不能建立現

代的中華民國！就是要作亡國奴，作人家的奴隸牛馬！現

在我們和人家鬥爭的，不祗是武力，武力不過是次要的一

部分而已；除武力之外，政治、經濟、學術、文化、思想、

道德，都是和人家鬥爭的主要條件。所以我們和人家戰

爭，不是說到了開槍開砲和敵人在戰場上拼命才算是戰

爭，在這種狹義的有形的戰爭之前，我們無論何時何地，

不拘食、衣、住、行、思想、言語、工作，都是戰爭！……

大家務必蹈勵奮發，刻苦自強，成為現代的國民，現代的

學生，將我們首都造成現代的首都，更進而感化全國的國

民，便可以建立現代的中國！15 

可知蔣所說的「軍事化」，並非要所有國民成為軍人，受軍事訓

練，熟悉軍械、戰鬥技術，而是期許大家平時要像戰時，生活各

方面皆似作戰。16所以如此，乃因在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時局之

                                            
15 〈生活與戰爭（上）〉（1936 年 2 月 2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

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演講，頁 106-108。 
16 1934 年蔣中正推動新生活運動時，謂：「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

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新生活運

動之要義〉（1934 年 2 月 1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

言論總集》，卷 12．演講，頁 78。「新生活運動最後的目的，就是要使

全國國民的生活行動，能夠整齊劃一。這整齊劃一四個字的內容，是甚麼

呢？亦就是現在普通人一般所說的『軍事化』。」〈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

目的〉（1934 年 3 月 1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



124 蘇 聖 雄 史原 復刊第四期（總第二十五期） 

下，中國國民若不拚命奮鬥，以戰爭生活為現代生活，於平時實

踐之，勢將成為亡國奴、外國的奴隸牛馬。從蔣稱「非現代的」

就是「不能生存」、「應該滅亡」，足見蔣的「現代國家」意指

「能生存」、「不該滅亡」的國家；蔣論述「現代國家」時的核

心關懷，實為中國之命運，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是時正值中日全面戰爭前夕，日軍步步進逼，中國卻無力對

抗其侵略，面臨亡國滅種的可能，各地民族情緒高漲，學潮因之

此起彼伏，希冀政府全力抗日。是以蔣認定的「現代國家」所以

為「軍事化國家」，乃因其以為非軍事化無以令中國抗擊外敵，

並挺立於現代世界，成為「現代（世界的）國家」。3 月 14 日，

蔣復於金陵大學首都講演會講〈生活與戰爭〉，進一步說到： 

在現代的世界，國家一旦對外作戰，就是整個國家與整個

國家之爭，整個民族與整個民族之爭，所以無論男女老少

文武，如果要求自救，都要就其本職盡其最大與最善的努

力，直接間接在前方或在後方，來分擔戰爭的工作，以盡

國民應盡的義務。因此我們平時在日常生活中，時刻要作

戰爭的準備。換句話說，就要使自己的生活與戰爭打成一

片，可以說，生活就是戰爭，戰爭就是生活。軍人固然是

如此，除軍人以外的一般國民無論士農工商那一界都應該

如此。尤其是我們教育界和受有教育的學生應該切實本著

「生活即戰爭、戰爭即生活」的要旨，改進自己的生活。17 

在此，蔣的核心思想呼之欲出，即「全國總動員」。蔣在 1935

年 9 月 8 日的演講，已清楚表明此觀念：「『全國總動員』為現

                                                                                                                                    
總集》，卷 12．演講，頁 140。由此復可見蔣軍事化之內涵，並非要人人

成為軍人。 
17 〈生活與戰爭（下）〉（1936 年 3 月 14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

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演講，頁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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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國家唯一之特質，即一切政治設施之總目標。」18 9 月 10 日，

蔣做進一步說明： 

現代國家的生命力是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

成，我們所有一切的努力，都要歸到一個共同的最後總目

標，就是推動政治，建設國防，培養充實國家的生命力，

以完成全國總動員的準備。19 

蔣認為現代國家的生命力有三，即教育、經濟、武力，此說在其

後的演講，不斷重複提出，知非其即興之說，應為其耗心琢磨之

所得；我們在此復可見到蔣對「『全國總動員』為現代國家唯一

之特質」的說明。依蔣的看法，「現代國家」就是「全國總動員

的國家」，也就是前面所說的「軍事化的國家」，其說實具極高

度之現實考量。吾人亦可由此理解何以蔣闡述組織化、紀律化之

時，皆重「效能」。1942 年 5 月 4 日，蔣發表〈為實施國家總動

員法告全國同胞書〉，內容有云： 

現代的世界，是一個發揮民族總力以保衛民族生存和人類

自由的世界，一切個人本位的觀念和思想行動，均成過

去，必須是具有戰鬥能力的國家才能擔任世界和平的責

任，必須是人力物力具備高度組織的國家才能立足於今日

的世界。我們今天所宣佈實施的總動員法，是現代國家求

得生存所必要的一個基本法令，總動員法所規定的事項，

都是現代國民對於國家應盡的初步義務；我們國家能否生

存於今日的世界，我們國民是否有現代國民的資格，能不

能與現代各國的國民並駕齊驅，都要看我們對這個總動員

                                            
18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

會，1978），卷 3，1935 年 9 月 8 日，頁 221。 
19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3，1935 年 9 月 10 日，

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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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實施程度如何而定。20 

蔣中正身為國家軍事領袖，面對戰爭的威脅，提倡現代國家就是

軍事化國家，並不令人意外。至於總動員之說，為當時歐洲所流

行，蔣可能受德國軍事顧問影響，或接受國外考察、留學歸國人

士之建議（如蔣方震）。蔣對此之思想，脈絡一貫，核心關懷為

國家之存亡，其謂：「吾人一切努力之目的，在完成現代國家之

建設，達到復興民族之使命！」21正是此種情態之展現。 

或謂蔣的現代國家為軍事化國家之說，為因應對日全面戰爭

所提出，現實目的明確，但未貫穿其統治歷程。實則至戰後，蔣

仍抱持此種觀念。1946 年 6 月 3 日，蔣發表對全國青年遠征軍退

伍士兵廣播，說到： 

我們以後要建國，首先就要確立建國的基礎，尤其先要建

立我們全國智識青年的基業，青年有了健全的基業，纔有

民族的生命。青年的基業是什麼？就是有秩序的生活習慣 

，和有組織的一致行動；換言之，亦就是現代國民所必需

的公共道德，人人所應遵守的社會秩序和團體紀律。必須

如此，使每一個國民都能知道尊重社會的秩序和團體的紀

律，都能自動自治，互助合作，自立自強，公而忘私，然

後纔能達到我們建立現代國家獨立平等的目的，軍事訓練

之可貴，就是在此。……我們中國如此貧弱的國家，經濟

生產的能力如此落後，如果我們一般青年再不能刻苦耐

勞，節儉樸實，怎樣能夠建立成功一個現代國家，又如何

                                            
20 〈為實施國家總動員法告全國同胞書〉（1942 年 5 月 4 日），收入秦孝

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1．書告，頁 303。 
21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3，1936 年 5 月 16 日，

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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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存於現代國際之林？22 

易言之，對蔣來說，軍隊的秩序、組織、團體生活，為現代國家

所不可或缺者；軍事化國家即為現代國家之說，非僅戰時，平時

亦然。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臺灣之後，蔣仍抱持此種想法，於

1956 年的演講說到： 

今天提倡軍事思想與尚武精神，決不是如世俗所認為的，

是為了因應戰時的需要，或是專指軍人而言；事實上這乃

是現代國民人人應有的修養，亦是文明社會必須具備的條

件。大家知道：現代社會的特徵，是尊秩序，守紀律，尚

法治，重組織，只有人人具備這些國民基本德性，才能實

施全民總動員。23 

在此所言現代社會之特徵為：尊秩序，守紀律，尚法治，重組織，

與前述科學化、組織化、紀律化並無二致；對全國總動員之強調，

亦同前述。此外，針對現代國家，蔣尚謂：「現代國家必須有特

殊的立國精神，希望全國同胞以禮義廉恥自勉，同心一德，向生

活軍事化，生產化、合理化的目標邁進。」24將現代國家之實現，

提升至精神層面的「禮義廉恥」，期望「由精神之建設，而推進

物質之建設，進而使我中華民國成為三民主義的現代國家」。25具

體內容，將於後文探討。 

                                            
22 〈對全國青年遠征軍退伍士兵廣播詞〉（1946 年 6 月 3 日），收入秦孝

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2．書告，頁 152-153。 
23 〈反攻復國心理建設的要旨與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要領〉（1956

年 1 月 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6．
演講，頁 394-395。 

24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

會，1978），卷 4 上冊，1939 年 2 月 18 日，頁 303。 
25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

會，1978），卷 6 上冊，1946 年 5 月 26 日，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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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國家」之建設方法 

1941 年 7 月 7 日，蔣中正演講時說到：「軍事、教育與經濟

為現代國家生命力的三要素，大家要把握重點，加緊建設，以確

立國家基礎。」26亦即，蔣認為現代國家之建設，可區分為教育

（教）、經濟（養）、軍事（衛）三個方面，27而這三方面之關

係為何？蔣謂： 

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繫的總樞紐，所以必須以發達經濟

增強武力為我們教育的方針。尤其是這個抗戰建國時期，

我們必須發展經濟以充實戰時的國力，以奠立戰後建國的

基礎，更必須增強武力以期一方面克敵制勝，一方面建國

建民，我們要由戰時種種艱苦困難的當中，造成我們中國

為富有活力富有前途的現代國家！……怎麼說教育和經

濟相貫通呢？這更是我們建國計畫中一個要點，我們要根

據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教授國民重勞動能生產，尤其鼓

勵創造的能力，一切教育計畫要與經濟計畫相配合，而後我

們教育纔能成為現代國家生命力所由造成的一個因素。28 

明確指出教育為發展經濟、增強武力之總樞紐。發展經濟是為了

充實國力，奠定建國之基礎；增強武力不但為克敵制勝，亦在建

國建民。這些都需要教育的配合，而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將中國

                                            
26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

會，1978），卷 4 下冊，1941 年 7 月 7 日，頁 705。 
27 「教、養、衛」之說，與現代國家生命力三要素「教育、經濟、軍事」相

呼應。蔣認為「教、養、衛」是「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根本要務」。參見

〈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1934 年 2 月 12 日），收入秦孝儀

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2．演講，頁 60-68。 
28 〈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1939 年 3 月 4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6．演講，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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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為一現代國家。本著蔣氏所言，本文接下來從教育、軍事與

經濟層面分項探討蔣中正認為的現代國家建設方法。 

（一）教育 

1936 年 9 月 5 日，蔣中正在黃埔行轅茶會款待各大學校長

時，演講〈對廣東教育界之希望〉： 

社會與政治之革新，端賴教育先能改進，乃見正本清源之

效，蓋教育進步，則學風純而士習正，化民成俗，其事甚

易……第一步尤須特別注重訓育，以嚴格之訓練，使學生

養成有規模之生活，守紀律之習慣，與好學之精神，愛國

之思想，而造成其現代國民之健全人格。……必有良好之

師資，然後有良好之學生，有良好之學生，然後有良好之

國民，有良好之社會與政治，最後乃可以造成文明強盛之

現代國家也。29 

蔣明確提到，在建設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其最為重視教育，所以

如此，在於惟此方有「正本清源之效」。1939 年 3 月 4 日，蔣對

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講〈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再次提到現代

國家與教育之關係： 

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成，

教育是一切事業的基本，亦可以說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

繫的總樞紐，所以必須以發達經濟增強武力為我們教育的

方針。……我們要估計到我們國家要成為一個現代的國

家，那麼我們國民的知識能力應該提到怎樣的水準，我們

要建設我們國家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各部門中需

要有若干萬的專門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

                                            
29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3，1936 年 9 月 5 日，頁

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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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都要由

我們教育界來供給的，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

的。30 

教育為建立現代國家之「基本」，建國過程中，軍事、經濟各層

面都需要教育作為後盾，故蔣不斷提倡教育，更以此為現代國家

的生命力之一。植基於此，蔣亦重視教員的品質，於 1940 年 2

月 21 日通電各校謂： 

國家民族之前途，繫乎國民之品質，而健全的國民之培

成，則惟我主持各級學校之校長教職員是賴。……吾人今

日之抗戰，為中華民族自有歷史以來最劇烈之生存奮鬥，

亦為我國盛衰興亡所由轉捩之唯一樞機，此戰之意義，一

方面為排除暴敵侵略，求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即須於戰時

種種艱苦困難中，造成我中華民國為富有活力；富有前途

之現代國家，而後吾人之責任始盡。31 

足見即便於兵馬倥傯之際，蔣仍甚為重視教育的品質。至於教育

內容所重為何？1940 年 10 月 13 日，蔣出席黨政訓練班第十期畢

業典禮講〈今日教育與體育應注重之要點〉有云： 

我今天所說的教育，不是指我們從前的所謂教育！我們中

國近幾十年來的教育，可以說完全違反了軍事化的原則，

完全是卸除武裝的教育！所以我們中國興辦學校以來到

現在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而我們的國家還是受到今天這

樣的奇恥大辱，這是從前教育界的人士所不能辭其責的！

今後我們要革新社會，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就必須將過

                                            
30 〈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1939 年 3 月 4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6．演講，頁 128-129。 
31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4 下冊，1940 年 2 月 21

日，頁 49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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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腐敗亡國的教育，澈底剷除，從而真正建立現代化的教

育，造成現代的國民和軍人，纔能達到我們建軍建國的目

的。我們要雪恥圖強，必須從教育作起，要將從前的教育

改絃更張，尤其要從我們本身作起，逐漸推廣起來，教育

我們的部下，教育社會民眾，如此，纔能創造新的社會，

實行三民主義！……講到軍事教育，我屢次說明：六藝教

育就是軍事教育，亦即是現代化的教育。尤其是禮，樂，

射，御，更是軍事教育中最重要的科目，至於書、數，當

然亦應注重，如果我們連普通應用文字的寫作，都弄不

好，連普通統計的圖表都看不懂，那就不能作現代的軍

人，亦不能做現代的國民！32 

蔣再次表明教育是建立現代國家的根本，而從其謂「現代化教育」

就是「軍事教育」，亦可明瞭教育與軍事之間的關係。現代國家

生命力之教育、軍事，實有其內在聯繫──教育須以軍事為重，33

但此軍事如上節所述，非僅戰鬥技術，而為與軍隊相似的秩序、

組織，與團體生活。 

蔣對教育的重視是持續的，在 1930 年代，蔣提倡「新生活

運動」，認為此「實為最普遍而又淺易最基本亦最切要的教育建

設運動」。34至 1960 年代，蔣仍認為教育與現代國家之建設不脫

關係，1968 年 9 月 8 日，蔣於臺灣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夕，頒發

                                            
32 〈今日教育與體育應注重之要點〉（1940 年 10 月 13 日），收入秦孝儀

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7．演講，頁 478、480。 
33 早在 1937 年 6 月 15 日，蔣中正便謂：「全國教育，應以軍事教育為基礎。」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困勉記》下冊（臺北：國史館，2011），

卷 42，頁 556。 
34 〈研究總理遺教之結論〉（1935 年 9 月 19 日），《國父遺教概要》，收

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專著，第六講，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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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詞曰： 

國民教育，既要導之以明禮義，教之以知廉恥，又要使之

具備羣體生活──公德合作──的習性，與現代科學的精

神，瞭解現代國民對國家社會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務使

德、智、體、羣，均衡發展，身、心、手、腦，皆臻健全，

陶鑄成為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好國民。35 

蔣並勉勵全體教育工作人員擇善固執，使國民教育創造一全新生

活，以「培植現代國民，建立現代國家與社會」。36要之，教育

為建設現代國家之根本大計，37為蔣的現代國家建立方法之一。 

（二）軍事 

蔣談從軍事層面建設現代國家，所重有二：一為軍權集中，

一為以軍事機構領導。關於軍權集中，1929 年 1 月 5 日，蔣中正

在國軍編遣會議演講說到： 

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把中國做成一個現代式的國家，就

非首先造成一個健全穩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要造成一個健

全穩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構成現代國家要件的軍權，首

先集中起來，統一起來，纔有辦法。38 

蔣以為「軍權集中」可穩固中央政府，進而建立「現代國家」，

                                            
35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

會，1978），卷 8，年表索引，1968 年 9 月 8 日，頁 142。 
36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8，年表索引，1968 年 9

月 8 日，頁 142-143。 
37 〈對國民教育九年制開始實施及國民中學開學典禮訓詞〉（1968 年 9 月 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9．演講，

頁 222-223。 
38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

會，1978），卷 2，1929 年 1 月 5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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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層面建設現代國家之一法乃在於此。 

至於以軍事機構領導之內容為何？1933 年 11 月 14 日，蔣在

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講述〈革命成敗的機勢

和革命建設工作的方法〉時說到： 

我們要特別設這個調查設計會，集中各方面優秀有為的人

才，來完成一個現代化的新組織，將要憑現代的科學知

識，用現代的科學方法，來辦理一切黨務政治軍事方面的

工作，希望能夠發生一個小型初試的示範作用，一方面要

設法來改革一切的機關，一方面要做出一個模範來給他們

看，使他們有所取法，漸漸的都能改革進步，而成為現代

合理化的有效組織……簡單的說，本會的使命，就是要將

剿匪各省不適合於現代國家所需要的黨務、政治、軍事，

切實調查設計來謀改革，使其成為適合於現實的需要，和

合理的組織，藉以推進剿匪及剿匪善後工作，從而奠定建

設現代中國的基礎，尤其要乘匪區新收復過來的機會，發

揮我們黨和政府的力量，去將匪區建設成功一個現代化的

新社會，於以保障剿匪的真實勝利，表現本黨的政治力

量，奠定國民革命的新基礎。現在誰也認識得很清楚，我

們無論是黨務、政治、軍事，實在太不行了，我們如果要

想迅速完成剿匪的工作，建立起一個現代的社會和現代的

國家，就非急起直追，切實改革不可。39 

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隸屬當時全國最大的軍事機關軍事

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蔣希望此機構能藉現代的科學知識、方

法進行調查設計，改革國家黨、政、軍等各個層面，進一步建立

現代國家。由此可見蔣欲以軍事為領導，帶動國家其他層面的變

                                            
39 〈革命成敗的機勢和建設工作的方法〉（1933 年 11 月 14 日），收入秦

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1．演講，頁 60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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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的設置，為蔣以軍事機構領導之顯

例。1932 年初，蔣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於 1933 年 2 月 7 日

開始籌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同年 5 月 21 日成立。40其

後隨著國民政府統治地域之擴展，蔣以南昌行營為典範，在若干

重要的城市組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作為中央軍事機構派駐

於地方之上級機關。行營除了可管轄軍事，對於所轄區域之黨、

政亦有指導之權，如南昌行營便法定「處理贛、粵、閩、湘、鄂

五省剿匪軍事及監督指揮剿匪區內各省黨政事務」。41行營管轄

區域亦極為廣大，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天水行營，主管第一、第

二、第五、第八、第十、魯蘇、冀察等戰區業務。42從行營之組

建與擴張，我們可清楚看到蔣以軍事領導國家的企圖與實踐。 

或謂軍事領導不見得為蔣一貫手段，政治的重要性有時置於

軍事之前。1932 年蔣中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提出「三

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剿匪策略，43自言：「這回剿匪最應注意的

是政治清明，如與軍事相較，可以說要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40 「南昌行營正式成立，蔣中正電何應欽日必進攻平津當開始時我方應通知

各國公使遷移駐地聲明各國在平損失應由日本負責並監視日使館另不可

與日在前線有所協商等」（1933 年 5 月 21 日），〈事略稿本—民國二十

二年五月（二）〉，文物圖書，《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數位

典藏），典藏號 002060100063006。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

略稿本》第 18 冊（臺北：國史館，2005），頁 242-312。 
41 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第 33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9），頁

398-399。謝藻生，〈我所知道的南昌行營〉，《世紀行》第 1 期（1995，
武漢），頁 36。 

42 陳長河，〈國民黨軍委會天水行營組織概述〉，《軍事歷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上海），頁 89-93。 

43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15 冊（臺北：國史館，

2004），民國 21 年 6 月至 7 月，頁 127-132。劉峙，《我的回憶》（臺北：

文海出版社，1982），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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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要在政治上有辦法，政治上軌道，剿匪才可成功。」44並於日後

之贛南剿匪時沿用之。從上述看來，其似重視政治大於軍事，然

從其他史料來看，蔣是「依靠軍事力量，忽視政治手段」。45以

其第五次圍剿為例，所用策略有嚴密封鎖、興築碉堡、攻勢戰略、

提振士氣、軍事化、黨政軍統一、保密、宣傳、保甲、教育、農

村經濟等，46其中大規模的軍事封鎖與碉堡戰術是最終獲致成功

的關鍵，即便「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為蔣致力推動，也非勝利

主因。蔣自己也曾說：「無論是『心理建設』，『物質建設』，

『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無論是『教育建設』和『經濟建

設』，一切都是以國防為中心，即一切都是『武力建設』。」47我

們或可說，出身軍人、身為軍事最高領導人的蔣中正，政治為其

次要手段，軍事才是其建造現代國家汲汲之所在。是故談到建立

現代國家，蔣不提政治，而以軍事為現代國家三生命力之一。48 

                                            
44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2，1932 年 6 月 18 日，

頁 203-205。 
45 此為張發奎對當時蔣中正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評論。張發奎

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

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 201。相關分析見黃

道炫，〈第五次「圍剿」中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江西師範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3 卷第 5 期（2010，南昌），頁 156-164。 
46 參見蔣中正 1933 年的諸次演講。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

集》，卷 11．演講。 
47 〈研究總理遺教之結論〉（1935 年 9 月 19 日），《國父遺教概要》，收

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專著，第六講，頁

130。 
48 蔣中正處理國政之時，到底較為重視政治還是軍事，實未有定論。筆者以

為，蔣對此之態度應是隨事態而有所變化，並未拘泥。吾人欲對此做評斷，

除了要界定政治、軍事之範圍，亦應從個別事件來分析。筆者於此，僅強

調在「建立現代國家」之脈絡下，蔣似重視軍事甚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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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 

經濟所指涉的範圍包羅廣泛，勞動、生產、消費等皆屬之。

蔣建立現代國家經濟之方法，為重視資本、組織土地與財政機構

改革。對於資本，1935 年 3 月 22 日，蔣曾致電立法院長孫科謂： 

對於政府增加三行資本之關係，詳情已電楚傖先生（立法

院副院長），係已轉達。此事不僅為政府（後塗去改為「本

黨」）成敗所繫，亦即為能否造成現代國家組織之一生死

關鍵。請兄一致主張貫徹到底，則垂危黨國，或有一線之

光明也。49 

足見蔣對現代世界中資本之重要，有一定認識，乃以為此為能否

建立現代國家之「生死關鍵」。至於組織土地，蔣曾謂： 

外國人批評中國的話，他們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缺

少組織……組織國家最重要的成分是土地與人民。各國之

有組織者，就是土地有組織、人民有組織。組織土地的方

法，是丈量土地；組織人民的方法，是清查戶口……與民

食最有關係的耕地，以前中國就很少人注意……我們若不

知道這個（可耕種土地）統計，如何講得到農業建設計劃，

如何能夠精確的改良田賦呢？所以要組織國家，現在中央

與各省政府必須首要注重土地與戶口的組織。50 

蔣對組織土地的重視（在此包括戶政），亦呼應前文蔣對現代國

家應「組織化」之訴求；土地經濟問題，關乎民生，實亦為現代

國家重要課題之一。1932 年 11 月 15 日，蔣復對此謂： 

                                            
49 「蔣中正電請孫科貫徹政府增加三銀行資本政策乃造成現代國家關鍵」

（1935 年 3 月 22 日），序號 30，〈籌筆──統一時期（一三一）〉，《蔣

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200131030。 
50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15 冊，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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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土地這樣東西，是造成國家的基本所在，是一國人民

生活的資源所在，如果沒有良好制度，來管理支配其間，

那麼，大則釀成國家的紛亂，小則陷溺人民於貧困。現在

中央政治學校開設地政研究所，其目的就是研究土地行政

一切事宜，要如何組織辦理，才適合國民的生活，適應現

代的環境。51 

足見蔣相當重視組織土地，乃有開設地政研究所等相應擘劃。52 

至於財政機構改革，1937 年 6 月 23 日，蔣中正接見義大利

顧問史丹法尼（Alberto De Stefani, 1879-1969），與談財政改革

問題。史提出其建議： 

改革與建設中最基本事項，則為推動一切建設事業之中樞

機構，與各地分支組織之創立是也。蓋中國現在一般公共

行政與財務行政機關林立，需費浩繁，然因組織上無論縱

橫系統，均欠缺聯繫，以致工作亦不協調，不但對於國家

革命建設整體一貫之意旨，尚未能一致秉承，貫澈到底。

且組織重叠，職責混淆，假公濟私作奸犯科等流弊恐亦難

免。故為創設現代國家所必備之健全行政機構，袪除弊

端，一新內政起見，對於現行組織實有澈底改革從新建設

之必要。53 

蔣聽取報告後，深表嘉納，旋自記所感曰：「是項談話甚有意義，

                                            
51 〈整理土地是我們國計民生一個生死關鍵〉（1932 年 11 月 15 日），收

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0．演講，頁 666。 
52 蔣中正在大陸推動土地改革之過程，可參見蘇聖雄，〈蔣中正與臺灣土地

改革初探（1949-1956）〉，收入黃克武主持，《蔣中正總統與中華民國

發展──1950 年代的臺灣期末報告書》（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2011），頁 194-200。 
53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4 上冊，1937 年 6 月 23

日，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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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中央在各省之健全機關一節，則尤為整理財政之要道也。」54

足見財政機構之改革，亦為蔣在經濟上建立現代國家之一法，並

與「組織化」再次呼應。 

就一般認識之現代國家，工業化為必須，而蔣對工業化的認

識為何？其是否以之為建立現代國家之核心？蔣在 1952 年 6 月

16 日的演講謂： 

官僚鄉愿的惡習，是從農業社會的病態之中產生的，而並

不是封建社會的遺毒。這是很顯然的事理。所以我們往後

要根除官僚鄉愿的惡習，就先要就農業社會的病態，痛下

針砭，用什麼來針砭農業社會，那就要以工業社會的精

神，來改造農業社會，使我們現在的社會，逐漸變成為工

業化的社會……但是這並不是一蹴可以幾及的，如果我們

要將現在的社會，變為完全的工業化，那至少要二十到五

十年時間，或許可望其初步達成。現在在反攻大陸的大業

未成以前，當然是談不上。……我們雖不能使國家與社會

所有物質一時裏變成工業化，但是可先由我們精神上變化

實踐起來，凡是我們生活行動，一切都要將農業社會消極

的舊習頹風，逐漸脫除，使我們向著積極的現代社會的科

學精神方向，來發展前進，這才是真正的變化氣質、改造

風氣的基本法則……但是大家切不可誤會以為我這話必

須社會工業化之後，方能消除官僚主義，而是說我們必須

先有科學化和工業社會的精神，然後官僚與鄉愿的舊習，

就自然可以革除了。……而其根本，尤在於像我們這種農

業社會的積習，如果要再繼續保持下去，因襲下去，那我

們就將老弱貧病不堪，無法適存於現代的社會，更無法置

                                            
54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4 上冊，1937 年 6 月 23

日，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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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於現代國家之林，這樣今日的革命，也就無非只是枉

費，只是空談了，這一點是要大家痛切覺悟，和共同改革

的。 

然而上面所講的農業社會的病態，並不足以為整個農業社

會的詬病，農業社會還是有他很多的優點，但是這些指陳

的病症，卻是急於要改正過來的，則毫無疑義。同時我講

要以工業社會的精神來改造農業社會，也並不是說工業社

會的產物就都是好的，也不能說工業社會裏，完全沒有這

些病態，而且工業社會裏更有他很多的毛病和弊害。尤其

是他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更為吾人所反對，須知我今日

所指的工業社會，與其說是專指單純的工業而言，無寧說

是指現代科學化的精神而言，今日因為便於講解起見，聊

以工業社會名詞代之。總之，我講要以工業社會的精神 

（就是現代科學化的精神），來改造農業社會的用意，只

是要以其所長，補其所短，舉其所直，矯其所偏而已，這

一點是不能不附帶告訴大家的。55 

細嚼此段講演，蔣認為工業化可改農業社會之病，但本身仍有問

題，中國要進入工業社會，至少要二十到五十年，是以蔣重視的

不是工業社會的物質建設，而是「工業社會的精神」，亦即「科

學化精神」。1965 年，蔣復謂： 

我們並不是沒有工業化相當的潛力的，只是我們工業的標

準不夠，規格不夠，工作效率不夠，研究發展的組織，和

科學化的管理督導不夠而已，這就是缺乏科學教育的總因

之所在。56 

                                            
55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4），

卷 11，1952 年 6 月 16 日，頁 168-171。括號與其內文字，原文即存。 
56 〈國家建設的方向和準據〉（1965 年 6 月 14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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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說來，蔣建立現代國家經濟的方法，並不重迅速工業化，而

圖整合「科學化」、「組織化」等現代化要素，並由資本、組織

土地與財政機構改革等處著手。實際措施因時而有所不同，如 30

年代末重視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即為一例。57 

四、建設「現代國家」之現實 

以上概述蔣中正建立「現代國家」的思想和方法，本節則論

述現實層面，挑選一些主題來探討蔣將所思所想予以實踐之時，

所面對的實際狀況，及思想與現實碰撞後，所造成的影響。特別

要強調，本節內容為上述蔣中正現代國家之思想的演繹、再討

論，故將許多例子去脈絡化（去個別事件之脈絡）後再予脈絡化

（以蔣中正現代國家之思想予以串聯），並非定論，僅為筆者的

一種嘗試性解釋。 

此下試以軍事派系進行討論。早在 1934 年，蔣便體認到中

國「不配稱為現代國家」。58從蔣認定現代國家為軍事化國家來

看，當時全國各地分布大小軍事集團，看似頗具軍事規模，然卻

與蔣著重「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之「軍事化」不

同。地方軍事集團時常不服從中央號令，此狀況不僅在軍事層

面，政治、經濟等方面皆然，儼然半獨立狀態，並不具「組織化」

與「紀律化」。以蔣的思想論之，此並非現代國家。蔣既然意欲

建立現代國家，此等地方軍事武力實有剷除之必要；即便不完全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9．演講，頁 38。 

57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國民自救救國之要道〉（1936
年 1 月 1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
書告，頁 195。 

58 〈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上）〉（1934 年 7 月），收入蔣總統集編輯委

員會編，《蔣總統集》第 1 冊（臺北：國防研究院，1960），頁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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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也應當使其服從中央號令。據此，所謂「新軍閥混戰」便

不可僅僅從「蔣軍」欲擴張自身權力的角度理解。以 1930 年的

中原大戰為例，其爆發原因在地方軍頭不滿國軍編遣會議之不

公，認為蔣獨厚中央軍。從蔣欲建立現代中國的角度釋之，中央

軍服從國家（中央）號令，可稱有組織、紀律，而地方軍隊卻反

是，以故多裁削地方軍系。對蔣而言，此實可謂為建立現代國家

之理合方策。 

既然蔣認為組織、紀律為現代國家之要件，為建立現代國

家，當然必須維護這些要件。依此脈絡，其相關措置或更可為吾

人理解。以 1932 年的膠東之戰來說，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發

兵攻擊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區域性內戰爆發。蔣中正介入調

停，所重第一件事為維護中央威信，而非韓、劉之間的是非曲直 

。59何以如此？蓋依蔣之現代國家概念，組織、紀律重於道德是

非，韓此舉破壞紀律，動搖中央在組織上的權威。又如 1933 年

的察馮事件，馮玉祥雖揭櫫抗日大旗，但不聽中央指揮，破壞現

代國家應有之組織、紀律，故逼迫其停止軍事行動乃勢所必然。

事件中蔣之壓迫馮，所考量雖在外交、派系，但應有建立現代國

家之想望在其中。60 

再試以蔣之剿共論之。蔣在講演中明確指出，中共為「武裝

集團」，製造「恐怖主義」、「混亂」、「饑餓」，使中國無法

穩定地建設「現代國家」。61如是說來，蔣欲剿滅共匪，非僅僅

如張學良所說，是為了維護權力，因「只有共產黨能把他弄倒」 

                                            
59 事件過程參見蘇聖雄，〈論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國史

館館刊》第 28 期（2011，臺北），頁 31-71。 
60 事件過程參見李君山，〈論一九三三年之「察馮事件」──以「軍閥政治」

觀點之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0 期（2004，臺北），頁 157-197。 
61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

會，1978），卷 6 下冊，1947 年 7 月 7 日，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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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實則從蔣建立現代國家之立場觀之，唯有消除此一「障礙」

之後，才能順利展開現代國家的建設，故必須堅決地執行剿共軍

事行動。 

再論軍政關係。1932 年一二八事變以後，確立「蔣主軍，汪

主政」之國家權力區劃，但事實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所

主導的軍事組織，不斷侵奪行政院長汪兆銘主管之職權。據當時

中國國民黨高層陳公博的回憶： 

蔣先生（即蔣中正）又以剿匪為名，請求中央把剿匪區域

都劃給行營，無論軍事、財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

概由行營辦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

了……行政院簡直是委員長行營的秘書處，不，秘書處也

夠不上，是秘書處中一個尋常的文書股罷了。63 

如前文所述，蔣所說的現代國家就是軍事化國家，故其有意以軍

事機構設計出之組織做為模範，再推而廣之；並設置行營以擴展

中央權力、推動國家建設。亦即，蔣欲以軍事機構作為指導機關，

領導國家。是以蔣侵奪汪之權力，或非僅權力之爭，亦有蔣欲建

立現代國家之根源。 

試以新生活運動再做申說。蔣中正在新生活運動中大力推展

「禮、義、廉、恥」，認為今日中國出現種種問題，「厥為『禮

義廉恥』不張之故」，64欲以此運動「建立人民現代之生活，造成

一個新社會」、「『禮義廉恥』不獨可以救國，且所以立國」。65

                                            
62 林博文，《張學良、宋子文檔案大揭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7），

頁 27。 
63 汪瑞炯、李鍔、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香

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頁 329。 
64 〈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 年 5 月 1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155。 
65 〈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 年 5 月 1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中正建立「現代國家」之思想及實踐初探 143 

「禮、義、廉、恥」這些傳統德目對蔣有何意義？1934 年 2 月

17 日，蔣在南昌行營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指出： 

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

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

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

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66 

新生活運動之目的，與革命、國家有關，其重點不只在個人，更

為重視生活形態改變後在大範圍的影響。其中，蔣核定「禮」之

解釋為： 

禮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謂之定律；理之在社會中

者，謂之規律；理之在國家者，謂之紀律；人之行為，能

以此三律為準繩，謂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為的表現，

謂之規規矩矩的態度。67 

蔣說的「禮」就是「定律」、「規律」、「紀律」、「規矩」。

既然人人都生活在國家之中，且蔣重視新生活運動「救國」、「立

國」的功用，及其可能造成的大範圍的影響，故吾人或可說蔣最

為重視「禮」涵義中的「國家紀律」。 

至於「義」，蔣之解釋為： 

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正當行為，依乎禮即合於自然

定律，社會規律，與國家紀律者，謂之正當行為；行而不

正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皆不得謂之義。68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158、159。 

66 〈新生活運動發凡〉（1934 年 2 月 17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2．演講，頁 69。 
67 〈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 年 5 月 1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160。 
68 〈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 年 5 月 1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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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所闡述之「義」與「禮」不可分，行為「依乎禮」即為正當，

便可稱義。既然在禮之中，蔣重視國家紀律，可說在義之中，蔣

亦較重視合於國家紀律之行為。 

蔣解釋「廉」有云： 

廉者，明也：能辨別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為是，反乎禮

義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謂清清白白

的辨別。69 

廉和「禮」、「義」不可分，能辨別以禮義為標準的是與非，便

為廉。既然蔣重視合於國家紀律之禮與義，可說廉所重者，亦為

國家紀律脈絡下之廉。 

至於「恥」，蔣謂： 

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己之行為，若不合禮義

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羞；人之行為，若不合禮義與

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惡……此之謂切切實實的覺悟。70 

恥為羞惡不合於「禮」、「義」與「廉」之行為，既然此三者本

於國家紀律，則恥也與國家密不可分。 

蔣之所以強調「禮義廉恥」，乃因其賦予這些傳統道德以締

造現代國家的新內涵，故蔣謂「中華民族復興之基礎，亦即奠定

於此」71；新生活運動可說是蔣中正建設現代國家之一環。72如史

                                            
69 〈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 年 5 月 1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160。 
70 〈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 年 5 月 1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160。 
71 〈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 年 5 月 15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160-161。 
72 黃金麟探討蔣中正推動新生活運動之政略，與本文分析角度不同，惟亦值

得參考。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 30 期（1998，臺北），頁 16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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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慈（Benjamin I. Schwarz）所言，傳統與現代難以截然二分，73

蔣援引「傳統」德目而賦予新的意義，欲以之建立「現代」國家，

正是此種情態之呈現。74 

在新生活運動中，蔣極為注意國民生活的細節，做了不少規

定：如要求國民不可隨地吐痰、不扣鈕扣；75又如認為婦女散髮

                                            
73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5-64. 

74 蔣亦認為傳統與現代並非對立，而為連續：「有人以為『現代』固然是新

（也就是今天的時代），而傳統卻是舊（也就是過去的時代），把傳統和

現代，看成為新與舊、古與今對立的兩橛，於是而有觀念上的偏差，思想

上的衝突，那裡知道，古與今乃是文化歷史的過程，傳統與現代，亦就如

長江大河的上游與下游，原是不可能嚴格的強作傳統與現代之分的。有一

位人類學家就說過『所有人類的社會，從最原始的到最進步的，構成了一

個連續體』，另外還有一位說過『傳統與現代是不可分割的連續體，任何

社會都在這個連續體中』。這不是告訴了我們，『現代』是『傳統』和『將

來』的關鍵，『傳統』是過去經驗的系統綜合，『現代』是過去經驗的系

統延續麼？『知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今天所知的歷史文化的『傳統』，

原就是『現代』文明之所由生，而『現代』的這一階段，將來又必將鎔為

人類傳統歷史的一部份，所以說『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而不知

古，謂之愚瞽』。……現代化決不是否定傳統、並無視於傳統的，所以後

進者，必須尊敬前輩，而前輩更須愛護後進，為後進開闢其發展的前途，

以繼承其革命的事業，擴大其光榮的歷史古人有云『有所法而後能 
，有所變而後大』，所謂法，就是從傳統中挹取經驗，增益智慧；所謂變，

則是融和時代，超越時代；故不諳傳統，空言現代化，則必失之於妄，而

墨守傳統，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自將為時代所淘汰，而必始終成為一個

劣等的民族。因此，文化歷史傳統，其不合於時代和環境者，固當改革矯

正，而其為國家民族優良的文化歷史，則當審知其不變與可變之軌跡，融

和時代與科學的精神，以與時具新，並使之日新又新人事亦是如此，

因為人事的臧否，為一切事業成敗之因素，所以必須新陳代謝，而後國家

生命乃能綿延不絕，這才是現代化的根本意義。」〈全面革新的關鍵〉（1969
年 6 月 13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
演講，頁 412-413。 

75 《中央日報》（南京），1934 年 4 月 3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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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燙髮「非但絕不美觀，抑且有害健康」，不僅下令禁止，且規

定全國軍人不可與無髮髻之婦女結婚。76新生活運動之要求如此

瑣細，故有論者譏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

運動」。77何以蔣會認為吐痰、釦子、頭髮為建立現代國家之要

事？我們可以從蔣認定的「現代化」內涵找到根源。依蔣所見，

現代化就是「科學化」，而蔣的科學化重視「由近而遠，自卑而

高，為大於微，圖難於易」、「一定先要從最切進最平易最細微

的事情做起」，78因此欲建立現代國家，必須從小處做起。如是

說來，蔣在新運之中重視這些「小事」，實有其思想基礎，為其

建立現代國家思想之實踐。甚而「攘外必先安內」這種「由近而

遠」的政策，或亦可在此找到思想根源。 

從上述新生活運動的分析之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國家」為

蔣最為重視者，「禮、義、廉、恥」這些中國傳統道德修養，經

過蔣賦予之新意，成為以建立現代國家為核心的辭彙。是以我們

可以說，若「禮、義、廉、恥」之道德意涵仍存，則此道德必符

合國家要求，即「公德」。蔣將公共道德（公德）解釋為：「有

秩序的生活習慣和有組織的一致行動」，認為此為「現代國民之

必需」，79吾人乃可由此理解。80據此，我們或可進一步解釋蔣的

                                            
76 《中央日報》（南京），1935 年 1 月 17 日，第 2 版。《中央日報》（南

京），1935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77 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57. 

78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9 冊，民國 24 年 1 月

28 日條，頁 138-139。 
79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6 上冊，1946 年 6 月 3

日，頁 169。 
80 金觀濤認為國共兩黨之爭的背後，實際上是兩種道德有機體的組織能力。

其說與本文論述脈絡不同，但互有發揮，值得參研。金觀濤，〈指點江山，

誰主浮沉：蔣介石與毛澤東〉，《傳記文學》第 99 卷第 2 期（2011，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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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為。 

以特務活動來說，蔣的政敵對此批評甚烈，認為蔣中正縱容

特務殺人，甚而濫殺無辜。若以蔣建立現代國家脈絡下的「公德」

觀之，暗殺政敵雖不合於道德，甚至不符蔣中正信仰之基督教教

義，但合乎「有組織的一致行動」。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就

是蔣希望建立的「有組織」的機構。是以暗殺作為建立現代國家

障礙的人士或屠殺共產黨員，或符合此定義下之「公德」。1947

年二二八事件時，蔣中正的軍隊「屠殺」了不少「共產黨員」，81

在蔣看來，這些人係建立現代國家之障礙，處理掉這些人，似亦

符合此定義下之「公德」。 

特務固然符合蔣定義下之公德，依蔣指示暗殺阻礙現代國家

建立的政敵、漢奸，但亦有未依蔣指示「自動」實施「制裁」的

情況，此舉可能戕害蔣中正不想殺害的人，進一步造成蔣的麻

煩。然蔣對此往往下令查辦後而無嚴懲，這又該如何解釋？以

1946 年聞一多案來說，此為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章為討好蔣卻弄

巧成拙所致，82蔣將之撤職而未嚴懲，何以如此？就一般認知的

現代國家來說，國家非法殺人為一極嚴重之罪行，此舉侵害人

權。但承上所述，蔣所認知的現代國家，重點在國家能否生存於

世界，故人權非絕對，「紀律化」、「組織化」才是關鍵，不以

此，國家無法度過內憂外患。是以霍所為的確有錯，但未動搖蔣

認定之現代國家，此或為霍未受嚴懲之一故，亦可能為蔣當時心

態之一側面。 

以二二八事件後臺灣行政長官陳儀的黜陟來說，此事件造成

                                                                                                                                    
北），頁 68-82。 

81 蘇聖雄，《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臺北：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頁 53-102。 
82 沈醉，《軍統內幕》（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頁 34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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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極大的混亂與傷痛，陳儀卻僅僅革職留任，厥後又獲重用。

所以如此，或在蔣以為陳事後之綏靖、清鄉有功，消滅「奸黨」

在臺勢力，83剷除建立「現代國家」之障礙，有其勳績。換言之，

從建立現代國家的立場言之，陳儀雖有錯誤，但亦有其功績，此

或為其日後重獲啟用之一因。 

以臺灣的長期戒嚴來說，批評者或謂此斲喪民主之動能，壓

迫人權，稱不上現代國家所當為。如曾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吳國

楨便指出，當時臺灣有一黨專政、軍隊政工、特務橫行、人權保

障、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等六大問題。84對蔣來說，這樣的批評

與其認定的現代國家並無交集。85 1956 年蔣演講〈反攻復國心理

建設的要旨與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要領〉，提到「現代

社會的特徵，是尊秩序，守紀律，尚法治，重組織」，86 1958 年

演講又說到「現代的社會和國家，一切注重組織，一切依靠組

織」，87並無「民主」、「自由」，可見長期戒嚴或與其現代國

                                            
83 蘇聖雄，《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頁 88-98。 
84 《聯合報》（臺北），1954 年 3 月 11 日，第 1 版。 
85 蔣、吳在 1952 年春天曾對此有所爭執。針對蔣提倡「以組織對抗組織，

以宣傳對抗宣傳」的方法與中共對抗，吳以為「在大陸時我們的確嘗試過

那些方法，可悲的是那時未能阻止共產黨的發展，現在又怎麼能指望用它

們能成功地消滅共產主義呢？」故應「以民主反對共產黨的組織，以真理

反對共產黨的宣傳」。蔣則以為「使共產黨取勝的並不是民主與真理，而

是他們的組織與宣傳，我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在組織與宣傳上比不上他

們，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改善，並勝過共產黨」。吳國楨

以為，此是其與蔣的「根本分歧」。吳國楨著，吳修垣譯，馬軍校訂、註

釋，《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頁 282-283。 

86 〈反攻復國心理建設的要旨與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要領〉（1956
年 1 月 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6．
演講，頁 394-395。 

87 〈軍事教育的最高目的和革命軍人的最大責任〉（1958 年 2 月 3 日），

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7．演講，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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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有所關聯。然則，蔣中正在談話中，也非全然不提「民主」、

「自由」，1958 年 4 月 7 日對臺灣省縣市議員同志講習班演講時，

就說到「重建我們統一獨立、自由平等的現代國家」，88對此，

吾人該如何理解？事實上，蔣所謂的「自由平等」強調的並非僅

僅為國內人民的自由平等，而是「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89亦

即，蔣重視的是國族在世界上的自由，以及在國際交往上的平

等。必須指出，筆者非意謂蔣對西方現代國家中的民主、自由、

法治、平等等概念毫無所悉，蔣決定行憲，自言奉行三民主義以

及「民有、民治、民享」，90已顯示蔣的確措意於此。筆者欲強

調，蔣所言之現代國家，重組織、紀律，勝於民主、自由、人權。

1954 年 5 月 5 日，蔣檢討臺灣省第二屆縣市長暨省議員選舉結果

後，自記曰： 

本日九時半到中央常會，指示選舉失敗之教訓，中央應檢

討政策部份四點，語意不免又起褊急，應切記多言必失，

與守口如瓶之箴語。但對於革命幹部，而為自私份子之民

主自由繼續不斷的宣傳所迷惘，認為本黨行動皆自認不是

之錯誤觀念，應切實注意，勿為所惑，以革命行動與政策，

皆應以革命原則，與總理遺教為準則，不可自繳其革命之

                                            
88 〈議會的重要性和本黨議員同志的責任〉（1958 年 4 月 7 日），收入秦

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7．演講，頁 236。更多相

關言論，可參見蔣總統中興講詞總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總統民主憲政講

詞集》（臺北：編者自印，1971），卷 1。 
89 〈對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致詞〉（1959 年 12 月 25 日），收入秦孝

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7．演講，頁 368。 
90 如〈對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致詞〉（1959 年 12 月 25 日）言及：「同

仁們！我們建國的方針是三民主義，我們救國的方略是國民革命，我們深

信唯有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才能摧毀奸匪傀儡組織，消滅共產思想，重

建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國家。」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

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7．演講，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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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也。91 

足見民主、自由並非蔣建立現代國家之根本。如是說來，行憲後

蔣凍結憲法、頒布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等行為，與蔣籌謀建立現代

國家之歷程，並不衝突；其長期戒嚴，實可由此見到另一面向之

解釋。 

必須特別指出，因其強烈的責任感（或權力欲），其認定中

國要締造現代國家，非彼不行。尤其 1936 年西安事變後，蔣謂： 

今日為西安事變之紀念日，不能使國家因此轉危為安，而

反陷於今日之危亡，則余個人雖得出險不死，有何益耶？

假使余因事變而死，共黨乘機竊國，各省軍閥藉故割據，

中央覆亡，倭寇入侵，各國旁觀。若果事變至此，則尚留

此身以拯救今日殘敗之局，是勝於身死也。上帝果留此身

以挽救中國乎？使之造成天國基礎以完成使命乎？92 

是以蔣中正所言現代國家之組織、紀律，乃圍繞於蔣之組織、紀

律。據此，吾人或益加可理解蔣何以不斷擴大己身的權力，諸如

時常下達手令指揮戰局、指導政務；又如在地方設置軍事委員會

委員長行營，擴張其軍政權力。蓋以蔣視之，此將能以己身為核

心實現組織、紀律，為建立現代國家所必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以後，蔣對此認識更深，曾在演講說到： 

歸結來說，美軍建軍的基本精神和信念，仍不外是責任、

榮譽、國家。……我們中國軍人還要加上主義和領袖兩個

                                            
91 《蔣中正日記》（原件藏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1954 年 5 月 5

日。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

2008），卷 13，1954 年 5 月 5 日，頁 83。 
92 《蔣中正日記》，1937 年 12 月 12 日。又見呂芳上，〈「最後關頭」已

到：1937 年「蔣中正日記」的考察〉，收入李君山等編，《榮耀的詩篇：

紀念抗戰勝利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2006），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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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纔行……我們在此次大陸失敗的時期，很顯明的有一

個現實的教訓，就是領導你們革命的領袖，一宣告下野以

後，整個大陸就要淪陷，國家就被俄寇共匪所滅亡了。這

更可知道今日革命未成，國基未定的時期，若是沒有領

袖，就是要沒有國家了。93 

亦即，蔣將自身與國家存續相連結，締建中華民國為現代國家，

只有在蔣領導下才有可能。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1949 年總統蔣中正「因故無法視事」，

副總統李宗仁上臺主政，蔣不顧多人指責，暗中操縱國政；此因

中國不能沒有他，非蔣的中國不能成為現代國家，無法在現代世

界立足。論者或謂蔣獨裁專制，推行民主憲政，僅為裝飾門面。

蔣推行民主憲政及相關思想，或可再做論析。94至於蔣是否獨裁

專制？依上文敘述，蔣的現代國家為有「組織」的國家，其「組

織」之定義「必須具備兩個基本要件。一個就是要有最明確之直

的系統，一個就是要有最密切之橫的連繫」。95這樣「由上而下

層層節制的統屬關係」的「現代國家」，96統屬於蔣中正之下，

遂外顯為獨裁專制之統治。謂蔣憑一己之意，獨斷行事，操縱一

切，或無謬誤，然蔣之「專制獨裁」，或亦與其現代國家之想法

息息相關。 

                                            
93 〈研究美國建軍的精神指明中國革命軍人必要的信念主義、領袖、國

家、責任、榮譽〉（1953 年 3 月 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

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5．演講，頁 201-202。 
94 參見蘇聖雄，〈蔣中正與遷臺初期之立法院——以電力加價案為核心的討

論〉，2012 年 10 月 27 日宣讀於「101 年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1950 年代

的臺灣（II）」研討會。 
95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9 冊，民國 24 年 1 月

28 日條，頁 152-153。 
96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9 冊，民國 24 年 1 月

28 日條，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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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蔣中正對現代國家的認識，出自現實考量，面對內憂外患，

「現代國家」即為能屹立在現代世界的國家。蔣認定現代化就是

「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地說，就是「軍事

化」。「軍事化」並非要人人成為軍人，而是眾人應將平時視為

戰時，生活各方面皆如作戰。其中，現代國家唯一之特質，為「全

國總動員」，其生命力為教育、經濟、武力（軍事）。 

建立現代國家之方法，必須由教育、經濟、武力（軍事）著

手。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繫的總樞紐，為建立現代國家之根

本；軍事方面，須致力軍事集權，並由軍事機構領導，建立組織，

再推而廣之；經濟則以重視資本、組織土地以及健全財政機構為

要。 

蔣中正思想中的現代國家，須由其領導，組織、紀律以其為

核心建立。從蔣欲建立現代國家之脈絡，我們或許可以跳脫權力

欲望、政治鬥爭的角度，從另一軸線檢視其作為。97其許多擘劃、

行徑，實皆可由此理解。如蔣削弱地方軍事集團之權力，集權中

                                            
97 余英時曾指出，研究中國思想史，為從大量雜亂無章的文獻中整理出條

理，必須從某些預設或假定開始。故其預設思想有「自主性」（autonomy），
認為思想和學術一旦出現，即形成一個自主的精神領域，從此代代接連發

展，形成思想傳統。而此自主性是相對的（relative），仍與整體生活息息

相關。於是在專題研究上，可區分強調內在理路（inner logic）或重視歷

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的研究方式。余英時，〈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

――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收入氏著，《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

文化出版公司，2010），頁 145-146。本文對於蔣中正現代國家的思想，

亦有一些預設：第一、蔣中正現代國家的概念，有一定內容、範圍，其說

法並非隨意更動，或不同場合有不同說法；第二，蔣現代國家的思想有其

「自主性」，以故蔣雖身在高度權力競逐的環境中，吾人仍可由其現代國

家的思想之脈絡，檢視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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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非僅欲實現其權力擴張之想望，亦有建立上下一貫，科學化、

組織化、紀律化的現代國家的企圖；又如蔣侵奪行政院長汪兆銘

之職權，非僅為權力之爭，亦可視為蔣建立現代國家過程之展現。 

新生活運動為蔣建立現代國家的一環，從其中提倡之「禮、

義、廉、恥」，我們可看到其被賦予建立現代國家之新內涵。新

內涵之中，公德重於私德。於是我們可以由此重新理解特務活

動、戕害共黨、黜陟不公等問題。 

蔣認識的現代國家，實非自由、民主的國家，而為軍事化國

家。此與現今之一般認識大相逕庭，而達成之方法，也與一般認

識十分不同。1952 年 12 月 13 日，蔣於臺灣日月潭涵碧樓接見胡

適後自記曰：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

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

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

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

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此等書生之思想

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

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

也。同進午膳後，別去。98 

我們可以看到蔣、胡對現代國家不同的認識，也可清楚看到蔣對

自由民主國家的批評。以中國國情度之，並不適用「無意識之自

由」，或全然「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而應採取「科學化」、

「組織化」、「紀律化」來建立「軍事化」國家；這才是蔣心目

中的「現代國家」，是能生存於現代世界的國家。 

蔣所思所想的「現代國家」與現今西方（英、法、美為主）

                                            
98 《蔣中正日記》，1952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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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國家」不甚相同，西方重民主、自由、工業，蔣則重科

學、組織、紀律。這般說來，我們是否可認定蔣認識錯誤，領導

國家走錯了路？實則非是，西方國家進入現代的歷程十分複雜，99

傳統與現代，也非決然二分。100若以歷史的角度看現代國家的興

起，便可知現代國家之形成極其複雜，甚至蔣中正所重視的軍事

化，也正是西方現代國家興起的重心：1760-1910 年間，西方國

家為軍事活動左右，耗去國家資源的一半，及至二十世紀，軍國

主義（militarism）依然為現代國家之中心。101國民革命軍北伐以

後，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承接中華民國政權，如何進行現代

國家的構建，與西方民族國家的興起又有何異同，或有進一步探

索之價值。 

人的思想會隨時間而改變，筆者探究蔣的現代國家思想，發

現蔣從 1930 年代至晚年，對此課題的思考甚為相近，然日後若

欲深化此一課題，當探討其中之變化，並與時事相結合。此外，

本文所論列的範圍、課題，仍有許多不周全之處，現代國家思想

對蔣實際作為影響程度為何，也有待評估；而蔣中正現代國家之

思想來源，除了現實考量，是否有其他外來影響？這些問題，皆

有待解決。必須一提，本文之作非為合理化蔣之作為（如戒嚴、

                                            
99 Leszek Kolakowski, “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Encounter ixvi 

(1986, London), pp. 8-12;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2000, Boston), pp.1-29. 

100 Benjamin I. Schwartz, “Culture,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 － Further 
Reflections,” Daedalus 122: 3 (1993, Boston), pp. 207-226. 

101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02.中譯參見［美］邁克爾．曼（Michael Mann）著，陳海

宏等譯，《社會權力的來源》第 2 卷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頁 437。本書並回顧現代國家之理論，參見 chapter 3, pp. 44-91; 中譯第 2
卷上冊，頁 5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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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政敵），而為初步脈絡化蔣現代國家之思想及實踐，並探討

蔣何以如是，嘗試以不同的脈絡，補充蔣中正相關之學術研究。 

 

（責任編輯：陳漢璋 李鎧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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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Chiang Kai-shek’s “Modern State” 

Su, Sheng-hsiung* 

Abstract 

What is a “modern stat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ncept differs from past to present and from West to East. As we 

know today, “modern state” is politically democratic, has an 

industrial economy, and an open society. Yet this differs from the 

conception of Chiang Kai-shek. Though a variety of materials, 

this article tries to understand how Chiang Kai-shek regarded 

such topics, and tries to articulate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thought and actual deeds of Chiang. 

This article tells us that Chiang Kai-shek thought a “modern 

state” is a scientific, organizational, and ruled state. We can say 

this state is a militarized state. Because the conception of Chiang 

Kai-shek’s “modern state”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ocess that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we see a different mode of state building 

when Chiang rul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Modern State, Sci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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