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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民眾自我防衛的決心，對於我國國防及東亞區域和平皆有重大影

響。尤其是在面對可能的兩岸衝突狀況下，了解臺灣民眾的自我防衛意

願，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然而，如何解釋臺灣民眾自我防衛決心的差

異，在現存的國際關係文獻裡面的討論有限。我們認為，民眾在理性計算

是否願意參戰時，過去的從軍經驗是心理上最直接仰賴的資訊，因此從軍

經驗的好壞，理論上會影響民眾的自我防衛決心。本文把從軍經驗分成三

個面向，包括軍種、覺得軍事訓練對上戰場的有用程度、以及從軍時與長

官的相處狀況，並於2018年7月委託政治大學PollcracyLab執行樣本數1001

的網路問卷。統計結果顯示，臺灣民眾服役的軍種以及評估受軍事訓練的

有用程度，都對自我防衛決心有顯著影響（軍種主要為空軍較高），但與

長官相處經驗則沒有影響。另一方面，越年長的世代，越傾向於覺得當年

從軍所受的訓練有助於軍事防衛。本文也將在最後提出國家安全相關的政

策建議。

關鍵詞：安全研究、義務役、軍民關係、從軍經驗、自我防衛決心

*　　*　　*

壹、前言

隨著中國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政策以及勢力轉變，兩岸議題在近幾年再度

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在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的相關討論當中，個體

層面的討論，尤其是臺灣民眾對於自我防衛能力與其意願的相關態度，也被

多次提及。自2017年以來，在臺灣或者美國的學術界、智庫、甚至國會聽證

會當中，針對臺灣民眾對國防與作戰意願的探討更常成為重點話題之一。
1 近

1 例如：H. R. McMaster and Matt Pottinger, “Cold War II—Just How Dangerous Is China?” 
Hoover Institution, 2021/04/13。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old-war-ii-just-how-
dangerous-china，查閱時間：202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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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當人民解放軍的軍機頻繁的進入臺灣的航空識別區、甚至是越過海峽中

線，更明確證實了兩岸之間的緊張情緒，也讓臺灣民眾更加關心對於國防與作

戰意願的相關討論。

目前對於臺灣民眾的自我防衛意願相關調查，呈現出來的結果相當分

歧。舉例來說，2017年年底杜克大學委託政治大學執行的臺灣國家安全調查

（Taiwan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中，詢問民眾在兩岸「因臺獨而引發戰

爭」狀況下會做甚麼，僅23%左右的民眾回應願意直接從軍、或者是支持的政

府等正面直接回應軍事衝突的回答。
2 但在隔年（2018），由臺灣民主基金會

同樣委託政治大學所執行的民意調查中，卻有高達68%的臺灣民眾在被問到，

「假如中國以武力統一臺灣，是否願意為臺灣而戰」時，給了肯定的答案。
3 

王宏恩（2017）整理了近年來學術研究中對於臺灣民眾是否願意作戰的民意

調查，也發現民意調查結果相當地分歧；支持作戰的比例最高可達到82%，出

現在2015年世界價值觀調查（The World Value Survey）4
，而支持度最低的則

是前述的臺灣國家安全調查。當然，不同的民意調查由於執行方式、執行時

間、乃至於問題敘述皆有所不同，所以結果可能大相徑庭。民眾這樣單純的

在電話或網路問卷上回答自己是否願意打仗，其實不一定代表他們真正會這

樣做，反而他們的這種承諾更往往被視為是經濟學所定義的「空口說白話」

（Cheap Talk）（Farrell and Rabin 1996）。

在民調結果分歧、且多屬假設性問題的狀況下，為何執政者或政策觀察家

仍需要在意臺灣民眾在民意調查裡表達出的作戰意願呢？第一，即使我國已終

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有反攻大陸的打算，但為了防止敵人進

攻、維護和平，在面對可能的敵軍入侵時，我們所制訂的強化國防與防衛能力

相關政策，例如豪豬策略（Porcupine Strategy）（楊仕樂 2009），5 也就是在

2 資料來源：https://sites.duke.edu/pass/data/。查閱時間：2019/03/15。
3 “Taiwanese people willing to fight for democracy: surveys.” Focus Taiwan。http://focustai-

wan.tw/news/aipl/201804190036.aspx，查閱時間：2019/03/15。
4 資料來源：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220，查閱時間：

2019/03/18。
5 所謂豪豬策略是關於防衛策略選擇的討論，有論者指出，臺灣在應對可能的入侵時，

應採用對重要軍民設施進行疏散、偽裝、備份，搭配專業化的陸軍來擊退敵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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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登陸作戰的狀況下，我方軍民合力進行疏散、偽裝、保存實力，再搭配專

業陸軍予以反擊，這樣的策略仍需要民意的支持以及全民配合。第二，為了執

行這樣的強化國防策略，我國除了保有近20萬常備軍人以外，更有後備軍人約

230萬人（郭憲鐘 2019）。在我國大多數男子仍有當兵（尤其是義務役）的經

驗的情況下，民眾對於國防以及對於戰爭的看法，自然會透過民主制度轉變為

民意，進而影響我國的國防政策（例：參考林澤助2010的討論）。第三，因

此，當學術研究對於民眾對於國防與戰爭的看法，找到相關的解釋因素後，就

有可能進一步透過宣傳或政策推動的方式來改變民眾對於國防與戰爭的看法，

強化臺灣民眾的自衛決心，在戰時就有可能更加配合政府以及軍隊的行動，在

團結一致的狀況下，進一步有效的抵抗中國武力犯臺的行為，以維護臺海的和

平。

也就是說，群眾的自我防衛意願對臺灣來說確實很重要，因為會影響到我

們的國防政策及其實行成效，然而，該怎麼樣解釋一般民眾的個人防衛意願高

低呢？自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以來，因為臺灣民眾絕大多數已經沒有實際參

與或經歷過戰爭，而各級義務教育中對於戰爭的實際狀況亦著墨不多，國高中

的軍訓課程也非高中或大學的入學考試項目，所以民眾並沒有主動積極學習戰

爭相關知識的動機。
6 因此臺灣民眾對於戰爭的知識與經驗，可能大多來自於

當兵所學，或間接聽聞曾服兵役者的經驗分享。換言之，臺灣民眾在心中計算

是否願意打仗時，心裡的理性計算標準應該與當兵時的經驗會有所關連。因

此，本文的研究方向在於探討臺灣民眾的當兵經驗是否影響對於戰爭時作戰的

意願，以及其影響的模式。

我國目前學術界的安全研究當中，對於軍隊與政治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

於三類。第一類是透過各種研究方法探討徵兵制與募兵制的優缺點（施正鋒 

就是說需要全民一起配合，在海軍與空軍也無法阻止敵人的狀況下，進行反擊。相

關討論可見《經濟學人》的這篇報導：“China’s Might is Forcing Taiwan to Rethink its 
Military Strategy.”。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19/01/26/chinas-might-is-forcing-
taiwan-to-rethink-its-military-strategy，查閱時間：2019/03/15。

6 在社會化過程當中，個人最大的學習軍事相關知識動機，可能是來自於大學軍訓課程

「抵免役期」的規定，可能會使部分大學生主動修習國防課程。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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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蔣才選 2010），第二類則是探討我國民主化的過程中軍隊與政府之間的

關係、以及文人領軍的相關影響（陳俊明 2005），第三類則是近年來集中探

討志願役軍人與軍官的留營、升遷、招募、乃至於倫理態度等相關行為（劉仲

矩等 2010; 陳昌宗 2016）。前兩類的文獻由於研究方向需要，大多集中於文

本分析以及訪談法。雖然第三類的文獻經常使用問卷調查作為研究方式，但由

於研究問題與設計的侷限，大多數的問卷僅集中在現役軍人或軍官上，而沒有

擴大到後備人乃至於全體國民。
7

戰爭與軍事手段本身是極其複雜的行為，民眾在思考是否要加入自我防衛

的行動來面對外來軍事威脅的時候，就算不具備專業的軍武知識，最起碼也能

夠運用一些腦中可能有的捷思（heuristic）來幫助計算。而在臺灣的社會與政

經脈絡下，每個國民服兵役時的經驗與所學，合理推測即是每個人最可能據以

判斷支持自我防衛的捷思，因此，比較受過兵役民眾其經驗對於自我防衛的態

度，在臺灣的框架之下，對於自我防衛的相關研究來說，也是一個最有效率以

及系統性的方法之一。本文的目標，就是希望從受訪者評估過去那段當兵經驗

中，找到影響支持自我防衛的關鍵因素。

重點在於，目前很少有安全研究的相關作品專門討論影響臺灣人民自我防

衛意願高低的因素，目前針對臺灣的戰爭支持或者自我防衛意願的討論，只有

見於Yeh and Wu（2021）。他們發現，影響自我防衛意願的幾個因素包括：宣

布獨立是否會引發戰爭的認知、對美國介入臺海戰爭的可能性認知、國族認

同、與中國的血緣連結、政黨認同、教育水平，以及是否經歷過戰爭的經驗，

然而Yeh and Wu（2021）並沒有對於軍種的議題對於臺灣民眾自我防衛的看法

進行深入的討論，我們希望可以補強這個方面的不足，進行探索式的研究來討

論當兵經驗以及軍種如何影響人們對於軍事防衛議題的看法，並提供更多實證

上的線索。

7 筆者找到的唯一例外為林育丞（2017）的研究，這篇文章同時透過問卷調查國民以及
現役軍人對於中共空降威脅的看法。但此研究的問卷方式是透過臉書貼文徵求填問卷

者，而且35歲以下的受訪者占了82%，因此可能會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筆者就不一
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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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安全研究中的個人態度：自我防衛的理論與假設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重要著作之一—《軍人與國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1957）—顛覆了世人以往對於軍人以及軍事這個行業

的認知。杭廷頓認為，軍事是一項專業，所以理論上其從業人員應當可以不受

政治或者是其他非專業相關因素的影響，來完成其所賦予的目的。為了保持軍

人以及軍隊的專業，杭廷頓認為文人與軍人應該要做有效的隔離，讓軍隊可以

獨立於政治之外，也不會受到體制外的文人所控制，這也就是眾人所知的客觀

文人統治概念。透過該書的論述，建立了在當代政治學文獻中研究文武關係以

及軍隊與國家的關係的典範。

奠基在杭廷頓的研究之下，我們延伸出安全研究當中幾個還未明確探索的

領域。首先，杭廷頓的分析側重於軍事專業人員，特別是專業軍官階層，對於

一般士兵以及非職業軍人在整個軍事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著墨較少。然而，

自二戰以降，隨著國際之間國與國的衝突頻率日漸降低，以及各國人口的快

速增加，一般非職業軍人不管是在戰場以及平日軍事訓練中的角色都越來越重

要。因此，了解這些曾經服役過的役男以及後備軍如何評價他們受訓，以及是

否因為受訓時所產生的態度變化，進而就變成非常重要。尤其是對於那些可能

會遭受其他國家侵略的國家來說，政府勢必要了解服役經驗對於這些人的改

變，進而更可以全面性的了解自身軍事訓練的優缺。

研究一般軍人（特別是非職業軍人）對於軍隊訓練以及軍隊的態度，對於

了解文武關係的議題也有幫助。大部分的非職業軍人在服役完之後就會回歸

社會，可能也會將他們在軍事訓練中所得到的價值觀，帶進民間社會。比起軍

官對於軍隊的評價以及態度，回歸社會變成選民的退伍軍人，對於軍隊未來的

發展，包括預算、編制、甚至是武器購買，比起一般大眾都有更直接的判斷力

和影響力。負面的軍事經驗很有可能會讓這些選民將自己的經驗傳達給政治人

物，造成對軍隊的影響，也影響了文武關係。

而透過這樣的形式，我們同時間也可以進一步的延伸，去思考這些退役後

的軍人/役男，在面對可能的戰爭衝突時，如何把自己在受訓時所得到的經驗

與觀感，投射到他們對於保家衛國的自我防衛意願上。畢竟以臺灣的狀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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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些退役的役男將成為臺灣軍隊的後備役軍人，在面對戰爭的開始之時，

隨即會被徵召上戰場與敵人比拼。是此，了解軍人受訓時的經驗與觀感，與其

對於自我防衛決心的影響，實屬安全研究當中非常重要的議題。

廣義來說，民意對於戰爭與自我防衛行動的支持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

主要可以分成理念考量以及成本效益分析（material interests）兩大類的因素

（Dill and Schubiger 2020）。第一類的因素是屬於理念上的，人們會評估使用

武力的必要性、正當性（例如：是否符合國際法），以及集體行動是否對自己

所屬的群體有利。在捍衛所屬族群利益的時候，人們更可能會投入集體行動

（Maher 2010; Koehler et al. 2016; Gelpi et al. 2006; Jentleson 1992; Jentleson and 

Britton 1998）。第二類的因素是會考量到軍事行為（不管是防衛或者攻擊）

必須要負擔的代價，例如死傷人數和花費，以及盟友或者是國際組織是否也

支持，也就是說，人們會考量到戰爭的成本效益（Mueller 1973; Flores-Macıas 

and Kreps 2017; Kull 1995; Sobel 1997; Gelpi 2010; Grieco et al. 2011）。

戰爭行為牽涉到的因素相當複雜，民眾平常能夠接觸到的訊息也不多，

興趣通常也相當有限，因此在面對各種複雜因素的時候，會依靠特定的捷思

（heuristics）來幫助做出快速的判斷。我們認為，當人們有必要投入軍事行動

進行自我防衛的時候，其中一個重要的捷思就是個人當兵的經驗，因為這是最

直接與軍事行為相關的經驗，有助於我們去判斷上述理念型以及成本效益兩大

類的因素。舉例而言，Erikson and Stoker（2011）的研究顯示，徵兵的經驗對

於役男影響深遠而長久。他們分析了美國越戰期間的徵兵經驗，研究發現，在

徵兵樂透當中獲得較低號碼、也就是徵兵順位愈前面的人，其政治態度會因此

變得更反戰、價值觀念會變得更自由派，以及投票傾向更偏向民主黨。也就是

說，個人的徵兵的經歷的確是很可能會直接影響到人們如何看待戰爭行為以及

其他的政治取向。在另外一個研究中，Campbell and McCormack（1957）比較

服役一年後與服役前的空軍軍官，是否在服從權威與威權主義信仰兩個態度面

向上有所增加，結果出乎兩位研究者意料之外，一年的服務經驗顯著降低了這

兩個面向的政治態度。不管這個變化的方向如何，總而言之，先前研究發現服

役經驗的確是可能影響軍人的政治態度。

然而，目前為止臺灣人民對於自我防衛支持的研究以及民調還未探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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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兵的經驗與戰爭支持的相關性與因果性。是此，本文試圖去建構這一主題的

研究理論與其相對應的假設。我們認為，有三個因素對於探討個人的當兵經驗

如何可以與此人是否支持戰爭進行連結特別重要－對於當兵經驗的評價、是否

認同集體行動（特別是長官領導），以及服役的兵種。

首先，役男在服役期間對於當兵經驗的主觀評價，會直接影響該役男是否

會支持兩岸開戰時的軍事行動。在服役的過程，每一位役男都接受了數個月甚

至是數年的軍事訓練。如果這些經驗，在役男的主觀認定上，並不具有任何的

實質效力，或是役男在當兵後判斷這樣的訓練並不足以抵抗人民解放軍所發起

的台海戰爭。在這樣的狀況下，若是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觀點來看，這些役男自

然地就會對於臺海之間發生戰爭時是否要支持軍事行動，降低他們的支持。畢

竟，如果已經認定了投入軍事行動也沒有助於抵抗解放軍，那自然就不會支持

這樣的選項。相反的，如果這些役男在服役之後，對於當兵的經驗帶有正向的

主觀判斷，認為這樣的軍事訓練過程可以增加臺灣人民抵抗中國侵略的能力與

決心，甚至是有效提升在戰場上的表現與準備，則我們就可以預期，這些人會

更傾向於去支持以軍事行動回應外來侵略。對於這些人而言，投入更多軍事上

的人力和物力，都是可以得到回報的。根據以上討論，我們的第一個假設是：

假設一： 如果役男在服役之後，主觀認為當兵經驗是正向的、有幫助

的，則這些役男就會更支持自我防衛。

第二，除了對於軍事訓練的看法之外，人民支持使用武力與否，很大程度

上是取決於群體認同、以及對於集體行動的感知（Koehler et al. 2016），特別

是與上級的相處。由於軍隊當中最強調的紀律之一是服從，特別是作戰的時

候，所以服從上級的指示來執行任務、進行戰鬥，是軍事訓練成功不可或缺的

部分。然而，每個上級與下屬的相處都不盡相同，長官的想法與訓練方式的不

同，都會影響到其與下屬的關係。過去已有許多研究指出，長官的領導風格會

影響組織文化以及在營士官兵的認同感、留營意願以及工作滿意度等面向（例

如：劉憲明、陳志明 2018；李幸鎧 2019），因此我們認為，在軍中的時候，

如果與上級長官互動的經驗是正面的，那麼服兵役者更容易升起對軍隊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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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到自己是軍隊的一份子，那麼人們更有可能會支持軍隊的行動。
8 我們

的第二個假設是：

假設二： 如果役男在服役時，主觀認為和上級長官（包括資深軍官或

士官）相處的經驗是正面居多，則愈有可能支持軍事行動。

第三，不同軍種的經驗以及訓練過程，也會影響到人們的判斷。臺灣的軍

種配置，主要包括陸軍、海軍、空軍等三軍，以及其他一些耳熟能詳的兵科像

是憲兵與海軍陸戰隊，這些不同的軍種及兵科背負著不同的職權與責任。過去

許多研究指出（陳勁甫、隋曉萍 2010; 陳勁甫 2016; 陳昌宗 2016），三軍的官

士兵對於某些價值觀念（例如倫理觀念、工作價值觀）會出現顯著的差異，例

如陳勁甫與隋曉萍（2010）發現，不同軍種之國軍軍官，其對價值觀的重視

程度會有顯著差異，這是由於各軍種都一定的特性與文化，各軍校所強調的價

值觀念也不一樣。劉仲矩、羅新興與徐木蘭（2000）更發現，不同軍種的軍

士官對倫理價值觀念認知並不相同。也就是說，不同軍種之間的培訓養成方

式，會造成各軍種之間價值觀念的差異。不過，這些觀念會如何影響到戰爭的

支持，目前尚未有一個理論可以合理預估。我們根據先前的研究當中發現，來

自不同階級的軍士官對於軍人職責及是否願意犧牲奉獻來保衛國家這項價值上

面會有所不同（陳勁甫2016），但目前尚未有針對軍種差異的調查，因此我

們以探索式的方式，來討論不同軍種對於自我防衛意願的影響。

雖然是以探索的方式作為出發點，但因為每一個軍種甚或是兵科，都會因

為自己在軍事衝突時所面臨的任務與挑戰，而有不同的反應。是此，我們認

為，在戰爭中相對比較不容易面對面與敵人短兵相接，或是該軍種與兵科在數

量以及技術上面，較能對敵人採取反制的作用，這些人的自我防衛態度可能就

會較高，畢竟他們主觀認知的戰爭花費會較為小。但至於我們文中分析的軍種

8 這邊說的「上級」包括「上級軍官」與「資深士官」兩類，因為每個人當兵時的階級

不同，在不同部隊也會遇到不同「實際最有影響力的上級」，因此我們在操作化方面

並沒有特別指明是軍官還是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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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兵科到底哪一種比較可以滿足上述的條件，這部分則有待於軍事科學的專家

與學者在未來提供更詳盡的補充。畢竟目前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去發現這樣跨

軍種的差異是否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第三個假設是：

假設三：不同軍種之間，對於戰爭支持度會具有顯著差異。

參、資料與研究設計

為了系統性的探討臺灣民眾當兵經驗對於戰爭態度的影響，本研究透過

問卷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在2018年7月6日至7月9日，透過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的PollcracyLab以網路問卷的方式收集了1001位臺灣民眾的意見。

PollcracyLab的樣本來源，是透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過去進行面訪與電話

調查時，詢問願意加入網路調查的民眾，並在之後聯繫並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因此，相較與其他受訪者主動參與（opt-in）的問卷調查來說，政大的資料更

能夠貼近全國代表性。根據該政大選研中心研究員俞振華（2013）的研究，

在比對全國代表性的樣本結構之後，這個資料庫所蒐集到的資料，在60歲以下

的臺灣民眾中是具有全國代表性的。

整份研究問卷在正式執行前已經在2 0 1 8年6月完成預先註冊（p r e -

registration），9 確保執行過程與後續資料處理中沒有學術倫理問題。另外，

在2018年4月的問卷設計的過程中，研究者已先將問卷草稿給6位臺灣民眾進

行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要求這6位民眾將問卷逐句唸過，並表明是

否理解問卷的意思，以及回答在讀問卷時心中想到什麼答案等問題，以確保

民眾確實了解整份問卷。6位民眾的背景如表1，6位民眾都沒有以政治系為主

修、3位男性皆役畢，但不是志願役，政治及學歷背景多元。深度訪談結果顯

示問卷的內容是6位民眾皆可全部了解的，因此我們認為一般臺灣民眾也可以

確實了解並掌握問卷內容。

9 預註冊的網站連結將於同儕審查確認刊登後提供。預註冊的網站為Open Science Frame-
work，網址為https://osf.io，註冊日期為2018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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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深度訪談的民眾背景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學歷 大學主修 政治傾向 從軍經驗

1 男 28 大學 圖書資訊 泛綠 有

2 男 35 大學 法律 無 有

3 男 41 碩士 電機工程 泛綠 有

4 女 24 二專 會計 泛藍 無

5 女 31 碩士 物理治療 泛綠 無

6 女 58 博士 資訊工程 泛藍 無

受訪者在填答問卷時，問卷題目為「選民意見與政治參與調查」。題目共

有40題，在全部完成後受訪者可以獲得100元的便利商店點數卡。問卷前半部

是有關於民眾政治興趣、政黨認同、以及對於九二共識看法的相關題目，後半

部則是與戰爭以及當兵經驗相關的題目。

本文主要的依變數為第24題，「請問如果以零到十，十是非常願意，零是

非常不願意，請問您願不願意從軍，或採取行動抵抗中國的侵略？」
10 本文的

編碼方式直接依照受訪者回答的數字來進行編碼0到10。11

而本文的主要自變數分成三部分，對應著上述的3個研究假設分別如下。

第一部分詢問對於當兵的人在服役過程中實際所學的有用程度的看法。問卷第

27題：「請問您認為在服役期間受到的軍事訓練，對於實際作戰面對敵人是否

10 這篇研究的重點在於測量人們是否願意抵抗中國侵略（willingness to fight），因此任何
一種抵抗行動都算在內。我們將「從軍」視為「抵抗中國的侵略」的一種最直接的方

式（從軍是抵抗中國侵略的充份條件，但並非必要條件），在問卷當中直接放入「從

軍」是為了幫助人們理解何謂抵抗中國侵略，此題中間用的連接詞是「或」，即不需

要一定願意從軍才算數。
11 本題本來是一個分成4組的題組，由2個實驗刺激（treatment）所組成的2X2實驗設計，
民眾隨機分配到其中一題，4個題組有著不同的前提，包括對於台灣是否獨立以及美國
是否協防等不同狀況。但由於本題的隨機分配並未受到當兵軍種影響，檢定結果分別

為卡方檢定X-squared = 30.654, df = 24, p-value = 0.164，而且當兵軍種也早於本問卷而
且為針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實的詢問，而非當下的個人意見，因此本文並不認為這個

實驗設計有影響到民眾對於當兵經驗的回答。因此，在資料處理時，本文將4組合併，
並且把4組分別使用2個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的方式來控制住分組可能造成的任
何潛在影響（因為僅有兩個實驗刺激，而且都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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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在本份問卷中，回答與分布狀況分別是：非常有幫助20.0%、有些

幫助42.4%、不太有幫助22.9%、非常沒幫助12.4%、跳答2.2%。我們將上述4

個回答分別編碼為+2，+1，–1，與–2，跳答則編碼為0。

第二部分，問卷題目詢問對於當兵的人在當兵過程中與上級互動的經驗：

「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在服役期間與與上級軍官或資深士官的相處經驗，

大多為正面或負面？」在本份問卷中，回答與分布狀況分別是：大多為正面經

驗25.7%、正面經驗略多於負面經驗37.1%、負面經驗略多於正面經驗27.1%、

大多為負面經驗8.0%、跳答2.0%。我們將上述4個回答分別編碼為+2，+1， 

–1，與–2，跳答則編碼為0。

第三部分，問卷詢問所有當過兵的人「請問您所服的兵種為何？」在我

們的問卷中，共有490位受訪者回答有服兵役的經驗，12 其中11%為志願役、

87%為義務役、1.2%為12天補充兵、7.6%為替代役。而各兵種的分布分別為

海軍5.5%、陸軍（包含聯勤、後備）67.3%、空軍10.4%、憲兵8.0%、海軍

陸戰隊5.7%（另外還有其他個人填答：司令部0.2%、海巡署2.0%，以及跳答

0.8%，上述三者因為樣本數過少，因此並沒有納入後續分析，而替代役則因

為都沒有填寫兵種分布，也在後續資料分析中刪除）。在編碼時，我們將最

多人的陸軍編碼為0作為參照組，其餘各軍種（海軍、空軍、憲兵、海軍陸戰

隊）皆分別以虛擬變數的方式編碼為1。另外，也在回歸模型中放入志願役編

碼為1做為控制。

這三大面向的設計，是希望可以收集到足夠多不同的臺灣服過兵役受訪者

的當兵經驗。簡單重述我們想要驗證的3個假設：首先，本研究在意的是當兵

經驗與作戰支持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們希望可以直接測量民眾認為當兵所學是

否對作戰有幫助。第二，不同的軍種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當兵經驗和價值觀念

形成，因為所受的訓練方式並不相同。第三，考慮到軍隊間層級分明的文化與

必要性，而民眾當兵的感受可能直接來自於在當兵過程中與上級的互動，所以

這個互動好壞可能也會影響到民眾對於實際作戰的支持程度。雖然這三個層面

或許仍然不夠完備，但至少這3個題目民眾回答時的分配皆算均勻且不會太過

12 另外511位沒有當過兵的受訪者，則是詢問另外一系列的問題，將於日後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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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代表我們提供的變數的確提供足夠大的空間來捕捉到不同臺灣民眾的不

同當兵經驗，後續研究可以視研究需要繼續增補不同面向的當兵經驗調查。

最後，在控制變數（control variable）上，本文納進政治學中常見的可能

影響到民眾政治態度的變數，包括政黨認同（泛藍與泛綠的虛擬變數）、省

籍（外省人為1其餘為0）、年齡、教育程度（1~5）、個人月收入（1~5）、

以及依變數當初2個隨機分配的虛擬變數（詳見註腳11）。這些變數同時也是

先前我們提到的，目前唯一的專門討論臺灣民眾戰爭支持的研究（Yeh and Wu 

2021）當中使用的變數。整份資料的背景變數可見表2。

表2　問卷受訪者背景變數
性別 男性

女性

543 (54.3%)
458 (45.8%)

年齡 20~29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184 (18.4%)
326 (32.6%)
274 (27.4%)
150 (15.0%)

65 (6.5%)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初中

高中

四技二專

大學以上

3 (0.3%)
4 (0.4%)

124 (12.4%)
182 (18.2%)
688 (68.8%)

月收入 NTD $20,000以下
$20,001~$50,000
$50,001~$80,000
$80,001~$150,000
$150,001以上

45 (4.5%)
223 (22.3%)
347 (34.7%)
286 (28.6%)

90 (9.0%)

政黨認同 泛藍

泛綠

無

394 (39.4%)
483 (48.3%)
124 (12.4%)

省籍 父親為外省人

父親非外省人

144 (14.4%)
857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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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三大面向與自我防衛決心

本文直接使用線性迴歸模型估計各個自變數對依變數造成的影響，這樣做

的目的是可以控制其他潛在變數的影響，以及考慮到依變數的選項超過10，可

以當作連續變數來處理。迴歸模型結果於表3。

首先，我們發現人們對於當兵所學的有用程度評估，將顯著影響上戰場的

意願。在模型一（沒有控制變數）、模型四（三種面向一起進行迴歸）、以及

模型五（三種面向加上控制變數）裡，皆顯示了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是成立

的—當兵時所學對於上戰場的有用程度—顯著地影響了我國民眾自我防衛的意

願。平均而言，民眾認為當兵所學的有用程度每上升1分（–2至+2分），大約

會在0至10分的自我防衛意願裡上升0.6分。這個結果正面的肯定了國軍訓練的

價值：假如民眾在服兵役的期間，確實學習到了對於上戰場有用的知識與技

術，那這樣的訓練就可以提高國人自我防衛的決心。但同樣地，假如民眾服兵

役期間所學讓民眾覺得對上戰場毫無幫助，那錯誤的訓練反而會降低民眾自我

防衛的決心。另一方面，這裡在數個模型裡面都呈現的穩定的正相關結果，也

間接說明了我們問卷受訪者在回答自我防衛決心問題時不完全是空口說白話，

而是很有可能真的會從過去經驗來做理性計算假設自我防衛決心都是人們的不

實口頭承諾，那我們不應該穩定的找到這裡受訓有效跟願意打仗之間的正相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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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模型二、模型四、以及模型五裡面，我們沒有發現與上級相處經

驗跟自我防衛決心之間的相關性，所以研究假設二並沒有成立。這個結果頗令

本文作者們驚訝。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役畢男性在討論當兵經驗時，常常

會互相分享遇到各種不合理的長官，甚至也拍成了相關電影《報告班長》，把

軍隊長官比擬成不可理喻的人，在1987年的時候引起了不小的迴響，還有好

幾部電影續作。但就本文的受訪者、可以達成全國60歲以下民眾貼近全國代表

性的樣本來說，無論在當兵期間與長官相處融洽或者關係惡劣，都沒有影響到

一旦臺海陷入戰爭時的自我防衛決心，所以可推論與長官的相處過程與經驗，

並不在臺灣民眾思考與判斷防衛能力的考量之中。

第三，在當兵期間在不同的軍種服役，有影響到臺灣民眾的自我防衛決心

嗎？在模型三、模型四、以及模型五，都得到一樣的分析結果：平均而言，曾

經在空軍受訓的民眾，會相較其他軍種受訓的民眾有更高的自我防衛的決心。

在0到10分的自我防衛決心中，曾經在空軍受訓的民眾平均而言會相較於在陸

軍受訓的民眾多出1.2分（表3，模型五）的自我防衛決心，這樣的結果支持我

們的假設三，即不同軍種之間會有所差異。然而，為何會有這樣的軍種差異，

本文並沒有一個能從文獻中找到的合理假設，所以是一個有待後續繼續追蹤的

問題。在過去的研究中，曾發現不同軍種的軍官對於道德價值的重視程度有所

不同（陳勁甫、隋曉萍  2010）、重視方向也有所不同（劉仲矩等  2010），

但是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到自我防衛決心，仍有待日後研究探討。畢竟，本文已

經透過迴歸模型另外控制了自我評估的所學有用程度以及對上級的評價等態

度，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排除是不同軍種內所學的差異，也可以排除上級管理風

格的差異，顯然還有其他因素解釋自我防衛決心在不同軍種間的差異。

伍、進一步分析：誰覺得軍事訓練有用？

在上一部分的資料分析中，我們發現軍種跟軍事訓練有用程度顯著地影響

到臺灣役男的自我防衛決心。然而，到底是哪一部分的軍事訓練有用？這種有

用的感覺是否有受到其他個人背景變數或者意識形態的影響？假如覺得軍事訓

練有用與否其實是受到其他個人背景變數的干擾，那我們就難以建立起自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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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依變數之間的關係。

為了驗證這個問題，我們再次使用線性迴歸模型，但這次把「覺得軍事訓

練對上戰場有幫助」作為依變數，而把軍種與個人背景變數當作是自變數，而

迴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出現了非常多統計不顯著、但實務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結果。第一，表4

裡的各個軍種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意謂著我國民眾覺得軍事訓練有用與否的

因素，並不是來自於所抽到不同軍種的緣故。第二，政黨認同並不顯著，而且

外省省籍也並不顯著，這代表我國民眾在思考所受到軍事訓練到底對上戰場有

沒有幫助時，心中計算的方式並不帶有政黨色彩，這代表了我國民眾在思考這

身家性命攸關的重大議題時，是基於成本效益而非群體認同在思考的，同時也

意謂著，軍事訓練有用與否是一個跨黨派的重要議題，這個不顯著也再次證實

了這個題目的內部效度。第三，教育程度與收入同樣是不顯著的，這意謂著臺

灣民眾覺得軍事訓練有用與否，可能與民眾的資訊取得或認知各種議題的程度

（用教育程度來代表）無關，而是其他因素。另一方面，收入也代表了民眾擁

有的資產以及可能移到國外的資源與可能性，但統計同樣顯示收入與民眾認知

到軍事訓練有用與否沒有顯著關係，這再次顯示了民眾在回答軍事訓練是否有

用時，並不帶有個人其他層面的思考，而確實比較可能是在認真思考曾經從軍

所學是否真的對打仗有幫助。

表4當中唯一的顯著結果，也是作者們覺得最有意義的部分，就是軍事訓

練有用與否與受訪者年齡之間顯著的正相關：我國年紀越長的役男，平均而

言越覺得當年所受的軍事訓練對於上戰場有幫助。假如我們單純使用列連表

來看的話，在20至29歲的年齡層中，覺得軍事訓練沒有用的比例為69%，覺得

有用的比例為31%。但在50至59歲的年齡層中，覺得軍事訓練沒有用的比例為

18%，覺得有用的比例為82%，世代之間的差異相當明顯。

假如從受訓練的年紀來思考的話，這樣的的分布結果是非常違反直覺的，

因為通常離學習或訓練的時間越久，理應越覺得當年的所學已不敷使用，需要

增加新知識。但在軍事訓練這一塊，我國的民意調查結果是顯示剛受訓年輕人

越覺得所學對上戰場無用，反而是年紀較長、已經離開後備軍人資格的長輩，

會覺得當年受到的軍事訓練是可以上戰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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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線性迴歸模型（OLS）分析結果：軍事訓練有用程度
模型一 模型二

自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差 迴歸係數 標準誤差

海軍 -0.322 (0.279) -0.242 (0.266)

空軍 -0.219 (0.208) -0.195 (0.201)

憲兵 0.114 (0.232) 0.071 (0.222)

海陸 -0.220 (0.269) -0.053 (0.222)

志願役 0.491 (0.198)***

臺灣認同 -0.077 (0.129)

泛藍 0.435 (0.207)**

泛綠 0.199 (0.205)

外省 -0.382 (0.541)

年齡 0.312 (0.054)***

教育程度 -0.116 (0.081)

收入 0.012 (0.062)

常數 0.399*** (0.075) -0.491 (0.495)

R-squared 0.0007 0.127

說明： 顯著水準 * < 0.05、** < 0.01、*** < 0.001。陸軍所有模型的作為參照組。模型五

額外控制了以下變數：美軍是否助台、是否因宣布臺獨而引發戰爭兩種情境敘述。

但為了節省空間，且皆不顯著，不在內文詳述。

在資料與版面皆有限的情況下，筆者無意進入近年來軍事改革與軍事訓練

有用程度之間的探討，畢竟從單一一次民調資料也無法區分這個分布是來自

於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還是生命週期效應（Life-cycle Effect）。但假如

臺灣民眾越覺得軍事訓練有用越有自我防衛的決心，而這軍事訓練有用的原因

是來自於不同年齡層，那或許下一步研究方向就是不同年齡層所受的軍事訓練

是否有不同。例如，有一個可能的解釋方式是，在民主化之前與之後，服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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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強調的價值會不太相同，有可能在民主化之前會比較強調紀律以及敵我之

分，而在民主化之後則會比較強調人性化訓練。
13 或許這也會跟留營時間長短

有關係，因為在我們的分析當中顯示，志願役軍人顯著較多認為軍事訓練是有

助於投入戰場的，而在過去的服兵役時間比現在還要長很多。當然這還有待更

進一步的研究分析，這些研究假設是下一個研究的議題。

陸、結果與討論

本文主要透過民意調查的資料，來呈現出安全研究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

個別民眾的態度與實際政策之間的連結。我們主要想回答的問題是：服役經驗

是否會影響臺灣民眾有自我防衛的決心？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透過一份問卷調

查的資料來探討三個不同的當兵經驗面向對於臺灣民眾自我防衛決心的影響。

結果顯示，當兵的軍種、以及當兵時受軍事訓練的有用程度，皆會顯著的影響

臺灣民眾的自我防衛決心。然而，與長官的相處經驗則對於防衛決心無影響。

另一方面，本文亦提供額外證據，發現我國民眾覺得受軍事訓練有用與否，與

個人政黨或出生無關，但與個人的年齡層有密切相關。在臺海議題近來逐漸顯

著的「國際化」趨勢當中（賴怡忠 2021; Mazza 2021），我們希望這樣的研究

能讓臺美的政策界及學術界，以及任何對於這個議題感興趣的人，對於臺灣的

民意以及防衛意願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雖然本文透過民調的方式，尋找出當兵經驗如何影響自我防衛的意願，但

因為本次民調執行單位PollcracyLab是採用網路民調，在通則化本文研究的結

果的時候，需要小心行事。根據俞振華（2013）的研究，這筆資料庫在60歲

以下的臺灣民眾中是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換言之，如果我們在討論超過60歲的

民眾時，本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就不一定適用。同時，網路民調與傳統的電話調

查相比，因為回答的方式不同，或許還是會產生些許的差異。這部分則有待未

來我們可以透過電話民調再次進行調查，方可得知是否因為民調的方法而產生

顯著的差異。簡單來說，我們雖然對我們的發現結果有信心，但我們仍然認為

13 特別感謝匿名審查人所提出來的討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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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在詮釋我們的結論時，需要多加注意。

本文的發現對於我國義務役軍事訓練與國人對是否支持保衛自己國家的民

調研究有三項政策意見。首先，不同軍種的訓練方式會顯著的改變這些受過義

務役民眾的態度。雖然說不同軍種在戰時或是戰備時段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

本文發現空軍的訓練顯著地增強民眾自我防衛的決心。這或許代表著空軍的訓

練模式有值得其他軍種效法的部分，未來的研究或許可以在這點上進行更深度

的探討。

其二，義務役在過去常為人詬病的問題，不乏是義務役浪費國人的時間，

延誤男性國人在基礎或高等教育結束後的就職時間，並減低總體的經濟生產

力。但本文發現，如果義務役的軍事訓練讓役男覺得該訓練可以有效的增進國

人的作戰能力，並且間接地提升國人自我防衛的意願，則義務役對維護臺海的

安全來說，就具備其影響力。當然，這部分也必須去觀察過去的義務役是否讓

多數役男都感到這些訓練可以提升作戰時的效能，這還需要更多相關的研究。

第三，臺海安全的問題，在美中關係進入「競爭」狀態的時間點，顯得特

別重要。國人自我防衛的意願不管對臺灣或者對臺灣的盟友來說，都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指標。過去，美國的智庫界、政策圈許多關於臺海軍事情勢的討論

當中，常常會在討論臺灣的軍備能量時談到臺灣內部自我防衛意願過低的疑

慮，
14 這很可能會因此影響第三方國家對我國軍事援助的態度。本文透過研究

服兵役的經驗與自我防衛意願的關聯性，尋找如何增加國人保衛國家的意願。

未來這類型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政策意義，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夠考量這些影響

自我防衛意願的因素，那更能夠推出不同的政策，以增進民眾保衛家園的意

願。舉例來說，在現在為期有限的役男訓練過程，國防部應當更進一步了解什

麼樣的訓練會讓役男覺得有幫助，進而讓受過軍事訓練的民眾更有自我防衛臺

14 例如一些關於民調或者相關新聞的討論：
 Peter Enav. “Taiwanese Youth Losing Appetite for Fighting China.” 2011/12/1。https://

apnews.com/article/china-taiwan-5e54f6f27cd44d20bd968bb03a46fe0c，查閱時間：
2021/08/15。

 David Pierson and Ralph Jennings. “To stop a Chinese invasion, Taiwan needs a stronger 
army.” 2021/10/6。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10-06/china-taiwan-
military-service，查閱時間：202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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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決心。與此同時，不同的軍種在自我防衛意願上所產生的差異，到底其背

後的原理為何，在政策圈上面應該做更詳細的研究與討論，進而可以大幅提升

各個軍種自我防衛臺灣的決心。

 （收件：110年8月16日，接受：11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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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explains Taiwanese citizens’ determination of self-defense? To 

date, few studies touch upon this issue. We argue that one’s military service 

experie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studying citizens’ willingness to fight and 

hypothesize that positive experience could be conducive to higher willingness 

for self-defense as the citizens feel they have the capabilities and preparations 

for a conflict. We operationalize military service into three dimensions: military 

branch, evaluation of usefulness of military trainings, and interactions with 

units’ senior officers. Using an original online survey conducted b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July 2018, we find: (1) military branch matters-se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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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ir Force leads to higher determination, and (2) positive evaluations 

of the military training lead to higher determination. Additionally, we also 

find that the older generations believe that military trainings are effective for 

real conflict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we propose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  Security Studies, determination for self-defen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military experience,  mandatory milita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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