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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序言

主委序言

2012年10月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執政以來，一改鄧小平著重開放、務實、

經濟發展優先政策，轉向強化意識形態、政治要求，更熱衷宣傳愛國情操、民族大

義，摒棄過去「韜光養晦」的沉潛路線，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宣揚「中國模式」、

「中國方案」。中國大陸總體局勢與內外政策方針的轉變，不只影響在陸投資的企

業、外籍人士，更透過政經實力輸出在海外滲透破壞的「銳實力」，衝擊民主社會

價值體系。臺灣與中國大陸地理位置相鄰、語言文化相近、交流密切，更不能忽視

中國大陸政策路線的大幅轉變。

本會過去已出版「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2002年）、「中國研究導論」

（2007年），囊括中國大陸研究之重要主題，內容全面、資料豐富，本書則在過去

基礎上，聚焦於習近平執政後的中國大陸發展現況，及各領域政策、路線變化。

本書總編輯臺灣大學徐斯勤教授，以及各章節作者的學術專業獲公認肯定，亦為

一時之選，在新書付梓之前，要特別向編輯、作者以及參與的工作人員表達誠摯的

感謝。

大陸委員會作為中華民國政府統籌處理大陸事務的專責機關，促進兩岸關係和

平穩定，關注並讓臺灣社會、民眾瞭解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各方面

情勢變化，是我們的職責所在。兩岸關係敏感複雜，在本書定稿到出版期間，中

共提出「習五條」，以「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推進統一進程，面對當前的迫切威脅

與挑戰，相信本書的出版有助外界對中共政權本質及中國大陸的認識與瞭解，促進

民眾支持政府兩岸政策，更有益凝聚臺灣共識，共同捍衛確保國家主權與臺灣整體

利益。

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通　謹識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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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言

主編序言

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產生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領導群體，開啟了中

國大陸在整體發展上的一個新階段。之所以稱為新階段，不僅是因為中共中央在

2014年，提出了首先指涉新經濟政策，而後擴大到其他政策領域的所謂「新常態」

概念，更由於在客觀上，中國大陸由內政到外交的總體方針和具體政策作法方面，

都呈現出諸多明顯不同於江澤民時期與胡錦濤時期的重大改變。較為人所熟知的，

例如宏觀層面的「中國夢」、「頂層設計」、「中國製造2025」、「人類命運共同

體」，具體作法或制度層面的「一帶一路」、大規模反貪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軍事體制的大幅重組、精準扶貧、在企業與社會組織中廣泛建立中共黨組織、對於

言論自由和維權人士的管控壓制、國安委的組建、建立深改組與深改委帶來的權力

高度集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廢除憲法中對於國

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擴大在南海與東海地區的軍事活動範圍、「銳實力」在國際上

的擴張和運用、對臺政策上提出「習五條」等。

無論是站在知己知彼、保障中華民國的繁榮與安全的角度，或是研究探析中國

大陸本身發展的角度，都應該深入了解這些變化的來龍去脈。國際學界對於習近平

時代種種變化的研究文獻，也在逐年增加。本書的主要焦點，是在討論這些變化，

因此在設計本書的時間範圍部分，不同於陸委會以往的中國大陸研究專書，不涵

蓋整個改革開放時期，而是環繞在中共「十八大」前後。同時，本書也試圖處理國

際學界對於此一研究領域上三個相對較為不足之處；首先，既有文獻多半注重介紹

「十八大」以來的新發展，本書各章則兼及對於「十八大」之前與「十八大」以來

至今，在「延續性」和「差異性」上的比較。其次，既有文獻多半是描述性較強，

而本書則在好些議題領域中，對於上述延續性和差異性，提出因果分析解釋。最

後，既有文獻無論是論文或專書，所涵蓋的議題領域，均不若本書的十一個議題來

得廣泛。職是之故，本書無論是作為一般民眾了解中國大陸最新發展的參考，或是

作為教學乃至學術研究的核心讀物，都有其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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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得以完成，無疑要感謝大陸委員會的支持，以及所有作者的鼎力協助。當

然，如果有任何闕漏錯誤之處，都應由主編者擔負文責。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徐斯勤　謹識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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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概況

郭瑞華
法務部調查局研究委員

摘　要

本章透過文獻及歷史分析，探討習近平上臺前後，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

外交、軍事及社會領域面對的問題，以及改革方向和應對政策。習近平在中共「十

八大」成為最高領導人後，提出「中國夢」，並以「兩個一百年」作為奮鬥目標。

當時面對的環境，包括高層權力分散的後遺症；官員貪腐引發的執政危機與民心

背離；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速，國有企業及金融體系問題叢生；社會貧富差距擴

大，矛盾激增，群體抗議事件頻傳；在對外關係，隨著綜合國力上升，中國大陸在

國際事務上日益發揮影響力，另一方面卻也引起周邊及西方國家對「中國威脅論」

的不安與警惕。

因此，習近平掌權後，進行反腐肅貪，獲取統治合法性、集權必要性。在黨

內，強調黨的領導，力主強勢中央，展開集權，實施小組（委員會）治國，揚棄集

體領導制與任期制；進行軍隊體制改革，穩固軍權；讓習近平成為繼毛澤東之後，

四十年來權力最集中的中共領導人。經濟上，推動供給側改革，以改善扭曲的經濟

結構，並積極整頓國有企業和強化金融安全，同時提出「中國製造2025」促進產業

轉型。在對外關係上，展開強勢外交，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進行一帶一路建

設，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社會面向，習近平改革較少，力求社會穩定與控制。

關鍵詞：集權、黨的領導、供給側改革、強勢外交、社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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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2年11月，中共舉行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明確提出「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

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隨後召開的第十八

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一中全會），習近平當選中央總書記、中央

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最高領導者，開啟了「習近平時代」。他隨即展露「大國雄

心」，提出「中國夢」，希望達到「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並以「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作為實踐里程碑。

當時習近平面對的環境，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龍治水」權力分散的後

遺症；黨政軍官員貪腐引發的執政危機與民心背離；經濟持續增長，但由高速轉向

中速，國有企業及金融體系問題叢生；經濟增長帶來對環境的破壞，亟需正視；社

會貧富、城鄉差距擴大，矛盾激增，群體抗議事件頻傳；在對外關係，隨著綜合國

力上升，中國大陸成為崛起的大國，在國際事務上日益發揮影響力，另一方面卻也

引起周邊及西方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不安與警惕。

中共自江澤民以來，高層權力交接已經制度化，因此，習近平雖無很強的權

力基礎，但仍透過制度的方式成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由於習近平具有雄心大志，

因此藉由對軍隊的掌握，以及展開反腐肅貪、整飭吏治為利器，積極進行個人集

權和推動改革。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新華社，2013），作為中

國大陸未來5至1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

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等面向60項改革議題。十八屆三中

全會同時決定兩個頂層設計，組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組（下稱深改組）、國家安

全委員會，由習近平擔任組長、主席。顯示習近平希望透過這種集中權力的制度設

計，扮演改革總設計師角色，為推動全方位改革提供政治權威，確保對改革路線圖

的操控和執行。

本章透過文獻及歷史分析，以議題式的探討，分析習近平上臺前後，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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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及社會領域面對的問題，以及他的改革方向和應對

政策。

貳、政治概況

一、堅持共產黨領導

中共在1949年10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黨領政、以黨領軍成為政治

運作基本特徵，黨內治理擴展到國家層面，同時將黨的意志制度化，致使中共成為

中國大陸政治活動的核心角色，黨的活動和影響滲入社會各個層面。不論從建政以

來頒行的各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稱《憲法》1）或是歷屆黨大會通過的

《中國共產黨章程》（下稱《黨章》）來看，中共無疑地具有最高性、唯一性和合

法性的領導地位，不僅全面壟斷政治權力，同時控制社會與經濟事務，形成黨國一

體和黨國同構的格局。

毛澤東曾表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趙剛印，

2017）習近平上臺後，除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亦一再強調「黨政軍民學，東

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並在2017年10月將其列入中共「十九大」修正的

《黨章》總綱中（人民出版社，2017：78）。2018年3月中國大陸十三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通過修正的《憲法》，在第1條第2款「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根本制度。」增寫：「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人

民日報，2018）。可以看出，習近平上臺後，不斷地強化「黨的領導」。2018年3

月，中共中央公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下稱《機構改革方案》），本

次改革是全面性的，幅度超越歷次，涉及領域涵蓋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行政執法體制、跨軍地改革、地方機構、群團組織等。其核心目標在構

建總攬全域、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同時推動各系統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

動、增強合力（新華社，2018a）。

1 以下行文稱《憲法》者，如未指明年份版本，均是指1982年通過的現行《憲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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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共的領導體制，在《黨章》上有較為具體規定，它雖然不是國家法律，

但實際地位等同《憲法》，甚至在制度規範的意義上較《憲法》更為重要，構成中

國大陸憲政規範的實質部分。《黨章》規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

領導。因此，中共按照行政區劃自上而下建立完整的組織系統，以及各級黨的委

員會，黨透過這一組織系統行使對國家政權和全社會的領導。中共領導另一重要特

點是黨組領導制，制度建立至今已有七十餘年歷史。黨組是黨在國家機關、人民團

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和其他組織領導機關中設立的領導機構（新華

社，2015a）。中共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

務院和各部委辦局，以及各種中央級的重要經濟組織團體，都設有黨組；地方各級

政權的機構，一樣設有黨組。黨組受同級黨委領導，對黨委負責；部門工作中的重

大問題，由黨組負責向同級黨委報告，並負責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黨委的決

定貫徹到本部門的工作（王林生，2005：78-79）。黨組是實際權力機構，有權討

論和決定本部門中的重大事務；黨組的成員，由批准成立黨組的上級黨委指定，黨

組設書記和副書記；黨組的領導，則由該部門的中共黨員負責人兼任（俞可平，

2001：19-20）。

中共對軍隊實施絕對的領導，這是由毛澤東確立，強調「我們的原則是黨指

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毛澤東，1971：512）其後，鄧小平、江澤民、

胡錦濤、習近平都強調，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

權，集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黨對軍隊進行政治、

組織、思想上的全面領導（劉智峰，2007：27）。

習近平上臺後，全面加強各領域「黨的領導」，不僅是黨政軍組織，也針對

媒體，要求黨和政府辦的媒體，要姓黨；要求國企強化黨委或黨組的功能與領導。

事實上，中共至今依循黨國體制邏輯，將國有企業幹部列入「幹部職務名稱表」

（Nomenklatura），以便有效控制國有企業。（Kjeld Erik Brodsgaard, 2012）甚至

「黨建全覆蓋」也成為中共控制非公有制企業的政策方向，要求設立黨組織；截至

2017年底，在全中國大陸的非公有企業建立187.7萬個中共黨組織，占企業總數的

73.1%（新華社，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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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塑造黨的核心

從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中國大陸官媒和官網，運用民間力量、網

路手段和社交媒體、視頻等方式，全力神化習近平形象。2016年1月，一些中共地

方大員先後喊出「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陳小平，2016），後來一度

沉寂，但在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又再次出現，並終於在全會確立習的核心地位。

同時，「十九大」修訂《黨章》，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中共行動指南；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修憲案，將之寫進《憲

法》。至此，習近平完成制度上的權力集中領導。

中共實施一元領導，中共中央是整個政治體制的核心決策機制。中共建政以

來，中共中央曾先後採用過「主席制」、「主席―總書記制」和「總書記制」三種

領導體制。中共十四大前，相當重視中央政治局對決策的參與和發言權，而相對

降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職權。十四大後，中共為後鄧小平時代預作安排，希望鞏

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地位，遂又相對強化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職

權。所以，鄧小平之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逐漸形成穩定的集體領導模式。由於胡

錦濤受到江澤民掣肘，成為弱勢領導，每個常委分管事務成為個人「獨立王國」。

「十八大」之後，九名常委恢復為七名格局，雖然政法委書記不再是常委，但習

近平為消除「獨立王國」現象，創建數個領導小組或委員會，親自領導，管控經濟

改革、國家安全及網路管制等，逐步集最大權力於一身。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近

平為「黨的核心」時，雖然也附加「堅持集體領導制度」。然而，在習近平大力

集權下，尤其透過反腐機制威懾其他領導高層，常委個人分工和集體領導制，恐已

遭削弱。

三、強化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概念出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將過去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

改為「法治國家」，突出對「法治」的強調。1999年修正的《憲法》第5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十六大再提出，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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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2012年「十八大」報告則強

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強調推進依法治

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此後，依法治國成為習近平在會議

場合，頻頻提及的詞彙。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

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全面依法治國決定》），全面而具體的

提出依法治國路徑圖。2018年3月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稱，組建中央

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負責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

推進、督促落實，作為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

在習近平依法治國下，進行兩項重要變革，一是2013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

通過「關於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依法廢止實施50多年的勞教制

度。過去在該制度下，允許公安機關不經審判就下達勞教決定，透過1至4年的「教

育挽救」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違法人員。事實上，2000年實施的《立法法》即明文

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北京青年報特約評論員，

2013）。但此一勞教惡法卻仍一直延續，直到習近平才下決心廢除。

另一是在《全面依法治國決定》中提出，「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經人大及其

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決定建立

憲法宣誓制度，以彰顯憲法權威。此後，中國大陸各地紛紛開展形式、內容不一的

憲法宣誓活動。2015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實行憲法宣誓制度的決定》，以國家立法確立此一制度，並自2016年1月1

日起施行2。2018年3月修正的《憲法》，在第27條增加：「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

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再以國家根本法確定。3月17日，當選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成為歷史第一位進行憲法宣誓的國家領導人，然後

所有獲選官員依序進行宣誓（新華社，2018c）。雖然中國大陸朝向法治建設還有

漫長的路要走，但無疑地這已具象徵意義。

2 2018年2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十三次會議又決定，對2015年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關於實行憲法宣誓制度的決定》作出修改，自2018年3月12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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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改國家主席任期

2018年3月，中國大陸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修憲案，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

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引起外界對習近平是否因廢除領導人的任期制，改

為「終身制」的疑慮。

國家主席係中國大陸的國家最高代表，代表國家進行國事活動；屬於禮儀性

和象徵性的虛位國家元首，本身不獨立決定任何國家事務，僅依據全國人大及其常

委會的決定行使職權。中共建政至1954年，未設置國家主席，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主

席，由毛澤東擔任。1954年《憲法》設立國家主席，先後由毛澤東、劉少奇擔任，

但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導致1966年至1975年國家主席缺位；惟1972年至1975年董必

武曾任代主席。1975年《憲法》正式取消國家主席建制；1978年《憲法》將原國

家主席部分職權，改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行使（浦興祖，2002：268-273）；

1982年《憲法》恢復設置國家主席至今，李先念、楊尚昆、江澤民、胡錦濤、習近

平先後出任，制度穩步發展。

從上述制度演變，可以看出過去中共並不重視國家主席的象徵地位，但自1993

年3月，江澤民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三項職務於一身，確

立「三位一體」領導體制之後，即凸顯國家主席的重要性。因為，江澤民如果只是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雖握有實權，卻走不出去；他能與各大國領袖互

動，平起平坐，仰仗著就是國家主席身分。由於「三位一體」形成連鎖，因此一

旦國家主席任期屆滿，黨的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兩職也必須辭去3。過去，

江澤民、胡錦濤均依照中國大陸《憲法》規定，僅任兩屆10年國家主席，但對於習

近平如此具有企圖心，而且已經登上頂峰的領導人來講，卻是希望延長任期一展鴻

圖，完成其「中國夢」，所以有修改《憲法》，不限制國家主席任期之舉。最重要

地，習近平對內發出信號，其這一任，甚至下一任都不會有接班人安排。

3 江澤民於2002年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交卸中央總書記予胡錦濤，並未同時交下中央軍委主席位
置，直至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才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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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建國家監察制度

此次，《機構改革方案》中最值得討論的是重建國家監察制度。中國大陸的監

察制度可追溯至1949年的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1954年改為監察部，1959年該部

遭撤銷，職能由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負責，1987年重新設置監察部，1993年，中共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監察部合署辦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負責

黨的紀律檢查和政府行政監察工作。1997年全國人大制定《行政監察法》為法律依

據，但該法規範的監督對象上僅涵蓋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立法、司法機關等其他

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未在適用範圍。再者，《行政監察法》對監察手段和程序規

定不完善，造成監察實效不彰。此外，執行強制力不足，缺乏威懾力，導致施行以

來監察制度難以得到落實（馬懷德，2017：6）。

江澤民時期最大的問題，就是縱容幹部貪汙貪腐換取政治上的支持。胡錦濤

繼任後，這些問題繼續發酵，他也實施過「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運動，但卻是走

過場的形式主義。由於腐敗可能導致中共「亡黨亡國」，習近平上臺後，為博取

人民、共產黨員的支持，獲取統治的合法性、集權的必要性（高瑜，2013），隨即

推出「中共中央八項定」，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解決黨員「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以求紀律嚴明；接著開展大規模的反腐

運動，既打「蒼蠅」，也打「老虎」。中共「十八大」以來，至少已有150萬名鄉

科級等黨員幹部遭到處分；經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審查的省軍級以上黨員幹部及其他

中管幹部人數，約460餘人，其中第18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46人；當中包括周永

康、蘇榮、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孫政才7名正副國級高官，蔣潔敏等27名正

部級官員。同時針對外逃的腐敗中共黨員和官員，展開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執行

天網行動，截至2018年4月底，已從90多國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4,141人，以及贓

款近百億元人民幣（張素，2018）。同時，中央紀委向黨政部門派駐紀檢機構，

對地方、企事業單位「全覆蓋」，派出巡視組進行監督。規定各級紀委的負責人

的任命不再由同級的黨委提名，改由上級紀委機構直接任命，實行地方和基層紀

委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另修訂或制定《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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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2015.10）4、《中國共產黨問責條

例》（2016.7）、《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2016.10）和《中國

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2016.10），為全黨建立道德標準和紀律底線，以重樹共

產黨威信，挽救共產黨的合法性危機。

在反腐肅貪展現初步成效後，2016年1月，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紀委六次全會

表明「要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

系」（人民日報，2016）。2016年11月起，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進行國家監

察體制改革試點，設立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2018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修改《憲

法》增加「監察委員會」一節，同時審議通過《監察法》，正式設立國家及地方各

級監察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國監委）是最高監察機關，由全國人大產生，負

責全國監察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縣、自治縣、市、市轄區設立監

委會。國監委領導地方各級監委會的工作，上級監委會領導下級監委會的工作。

各級監委會是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依照《監察法》對所有行使公權

力的公職人員進行監察，調查職務違法和犯罪，開展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監委

會與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代表黨和國家行使監督權和監察權，形成巡視、

派駐、監察三個全覆蓋的統一的權力監督格局；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對中共中央或

地方黨委全面負責並報告工作。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係習近平推動反腐敗制度建設的一項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政治

體制改革，目標在於整合反腐敗資源力量，加強黨的領導，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

效的國家監察體制。然而，在當前中共黨領導一切的制度設計下，所謂監察權的獨

立行使，顯然有其侷限性。

六、強化決策議事協調機制

中共公布的《機構改革方案》，同時提出中共中央增設委員會並將重要領導

小組改為委員會，以強化黨中央決策功能。中共中央最核心的決策機關是中央總書

記、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然而，在權力運作中，中共對國家的核心領導方式，

4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於2018年8月再次修定，計142條，自同年10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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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歸口領導制度，「口」是指系統或條塊關係的「條」（楊光斌，2003：48-

50）。中共中央的議事性委員會或工作領導小組，就是呈現一人負責，多人協助的

歸口管理方式。就「大事建小組」角度而言，中共中央成立領導小組，基本上是為

解決某一特定事項的戰略和規劃制定任務而設立，是針對重大事項進行討論的交流

機制，是高層次的議事協調機構，主要在取代常設機構級別不夠、執行力不強的問

題（潘旭濤，2014；周望，2010：59-80）。

中央議事協調機構：包括委員會、領導小組、協調小組3種不同類型。目前

設有：

（一） 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財經委

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

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中央機

構編制委員會、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中央保密委員會、中央

保健委員會。

（二） 領導小組：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中央黨的

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密碼工作領導小組。

（三） 協調小組：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中央港澳

工作協調小組、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

綜合來說，中共中央設立各種領導小組／委員會，依照中共的話，即在發揮決

策議事協調作用，強化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提高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能力，

抓好重點工作的推進、檢查、督辦，確保黨中央對外決策部署落到實處。在習近平

領導下，這種議事協調機制呈現三項特色：

一是具有重要戰略性的中央領導小組組長或委員會主席／主任，均由中共最

高領導人習近平擔任，其他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則分別出任副組長／副主席／副主

任，甚至只是委員會的組員而已。也可以看出，習近平透過這種機制強勢集權，讓

中央政治局其他六位常委，不再是各有專司的最高決策者，而是貫徹其意志的執行

者。目前已確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

和信息化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央

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這八大委員會中，均由習近平擔



024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任主席／主任，而李克強均出任副主席／副主任一職。有人認為，這顯示李克強角

色的重要性，但從另一面觀察，透過這樣的人事安排，其也凸顯習近平在中共黨內

的核心地位，李克強或是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習近平的下屬，讓中央政治局常

委的集體領導徒具形式而已。

二是參與的機關及人員眾多，涵蓋範圍廣泛。以第十八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為例，組成人員約為24至25人。參與成員，甚至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

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主管外事及臺港澳的國務委員楊潔篪、共軍總參謀長房峰

輝、外交部部長王毅等，一般認知與財經領域關聯性不高的部門成員。

三是開會訊息儘量公開化。過去有關中共中央議事協調機構，不僅人事不公

開，開會訊息一樣不公開。但習近平上臺後成立的委員會或領導小組，除了中央統

戰工作領導小組，其他均有訊息公開揭露5。

綜上，未來，中央政治局其他6位常委，不再是各管一方的最高決策者，而是

貫徹習近平意志的執行者；習近平與其他常委之間的關係，形成領導與被領導關

係。此外，由於習近平領軍的協調議事委員會具有討論決策功能，勢必相對弱化中

央政治局委員會的討論機制。

參、經濟概況

一、習近平主導經濟決策

2013年4月，中共第十八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中

確立小組的定位―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委託進行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戰略政策

決策的機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決策，透過研究分析、決策部署、推進落實的過

程，形成完整機制，再經由小組會議紀要和中央文件形式，確定任務分工和責任主

體，要求各地各部門推動落實。此外，並從小組第六次會議開始，對外公開報導，

形成慣例。據統計，第十八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5年期間，共召開16次會議，研究

5 過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皆未公開揭露，2014年6月13日，新華社突然發布習近平主持召開
第六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的新聞，此後該小組每次會議訊息都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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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項重大議題，提出四百多項任務和措施。（陳二厚等，2018）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從議事機構到決策機構的定位，凸顯習近平對經濟工作領導

權的掌控。雖然從趙紫陽開始，小組即是由中央總書記擔任組長，國務院總理擔任

副組長，延續至今，但過去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溫家寶，都

在經濟事務領域上，獲得充分發揮。然而，習近平上臺後緊抓經濟決策權，李克強

成為歷任總理中最弱的一位（The Economist, 2015）。

李克強在經濟領域大權旁落，從三件事可以看出，一是2013年12月，中共舉行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一反以往國務院總理對過去一年經濟工作

進行全面總結的慣例，改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總結2013年的經濟工作，並提出2014

年的總要求和主要任務；其後，才由總理李克強闡述2014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

對經濟工作作出具體部署。二是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打破慣例，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而非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明未來經濟藍圖的「十三五規劃」方

案。三是2016年1月，美國財長盧傑克（Jack Lew）就有關中國大陸經濟和財政政

策問題，與習近平首席經濟智囊、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通話，更

讓外界看到，中國大陸與美國就重大經濟決策溝通的管道，已由時任副總理汪洋為

代表的國務院，轉移到劉鶴為代表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上述資訊，顯示擔任中央

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更直接介入經濟和金融事務決策，而原本應負責此一

工作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其角色無疑被限縮了。

二、新常態與結構性改革

1978年以前，中國大陸實行中央集權計畫經濟制度；改革開放後，緩步推進

經濟體制改革，先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進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再提社會主義

商品經濟構想，深化企業改革及加速對外開放。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

並在同年的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路線，進一步擴大改革範圍及

內容，自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涵逐步完善，中國大陸經濟開始大幅增長，

2001年12月加入WTO之後更是突飛猛進。2000年時，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七大經濟

體；2007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總量來看，2010年為人民幣（下同）41兆元，2012年為54兆元，2014年突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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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兆元，2016年穩步增長至74兆元，2017年至82兆元。然而，在2011年中國大陸經

濟成長率不再是高速的兩位數，且自2012年起經濟增長速度減緩。2010年增速為

10.6%，2011年降到9.5%，2012年下降1.6%，至7.9%；2013年和2014年穩定在7%

之上，分別為7.8%和7.3%。2015年跌破到6.9%；2016年持續跌至6.7%；2017年回

升至6.9%，高於官方年初6.5%的預估。顯示，2012年習近平上臺時，面對的是全

球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後放緩，中國大陸經濟外部需求下降的階段。

由於過去高速經濟增長基礎不復存在，因此，習近平及其財經幕僚，針對經

濟形勢判斷，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New Normal），經濟高速成長

轉成中高速成長，經濟的不確定性風險逐年增強，因此，經濟結構必須不斷優化升

級，投資要轉向創新趨動。2015年12月，中共召開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

華社，2015b）將政府宏觀調控由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以優化各類生產要素，

調整產業結構；尤其要淘汰落後過剩產能及僵屍企業，目標指向煤、鋼鐵業，以期

形成經濟增長新動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然而，新常態的經濟發展形式，有利

於大型國企，藉由資本與產業優勢進行擴張，卻較不利於依賴產業共應鏈分工的中

小企業恐增加營運壓力。

三、中國製造2025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大陸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一環。如今中國大陸是世界

主要工業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國，2010年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但中國大陸產品係以

代工和仿製為主，缺乏品牌質量創新，加上產能嚴重過剩，以致國際競爭力日漸下

降。想要產業升級卻面臨基礎工藝落後、關鍵設備和技術掌握在外國手中等問題。

由於，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紛紛推出製造業轉型計畫，如德國工業4.0，中國大陸

由此得到啟發，希望加緊戰略部署，進行製造業轉型，帶動經濟成長。

2015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製造業是中國大陸的

優勢產業，將實施「中國製造2025」，加快從「製造大國」轉向「製造強國」。同

年5月國務院發布「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包括9大任務、10大重點領域、5項

重大工程，以智能製造為主要方向，計劃以30年的時間，透過三步走，實現「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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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2025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

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準；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

年時，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中國政府網，2015）。然而，中國大陸到2025

年要成為「製造強國」，不僅要解決產能過剩和結構調整等問題，更重要的是，製

造業能否真正做到「創新驅動、品質為先」。一般評估，《中國製造2025》在製造

業自動化，由於企業本身的強烈企圖與需求，將取得成功；至於建立世界級的微晶

片產業或自動駕駛汽車產業等其他目標，涉及高端技術及人才，相對困難（袁莉，

2018）。

然而，中國大陸發展「中國製造2025」，卻也引起工業大國的疑慮，認為中國

大陸藉一些不合理的技術轉移政策，強迫先進國家企業轉移技術及智慧財產權給中

國大陸企業，甚至竊取智慧財產權，這些作法將強化中國大陸在多項高端科技領域

搶占經濟領先地位。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洛（Peter Navarro）就指中國大陸藉各

種不公平方式，針對美國特定戰略性產業收購與投資，目的是利用美國的先進技術

強大解放軍軍力（中央社，2018）。

四、走出去戰略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策略，早期著重在「引進來」，積極吸引外資直接投資，

藉以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發展；1990年代末開始探索「走出去」戰略，對外直接投

資、跨國經營。2001年「十五計畫綱要」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中國大陸具有

比較優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2007年中共「十七大」，胡錦濤提出在「引進來和走

出去」相結合的基礎上，中國大陸對外經濟方向是「邁向開放型經濟發展」。

基本上，「走出去」戰略係由國家支持推動，目的有六項：一是確保戰略性、

稀缺性資源的穩定供給；二是謹慎繞過進口國對中國大陸出口產品的貿易壁壘；三

是積極消除國內龐大外匯存底的壓力；四是調整目前經濟和產業結構，以確保中國

大陸經濟的持續成長；五是形塑中國大陸國際形象，穩定國際地位；六、國際政治

與國家安全的考量。而中國大陸企業願意「走出去」，主要基於：一是生產資源的

取得；二是獲取中國大陸企業所缺乏的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三是投資資金的

取得；四是透過擴大出口方式，開拓國外新市場；五是透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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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資產轉移、資本外逃。（鄭又平、林彥志，2008：57-61）

中國大陸自2012年起連續4年成為全球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來源地。另根據

聯合國UNCTAD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顯示，中國大陸2016年對外投資

約1960億美元，超越日本（145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惟2017年下降至1250

億美元，再次於日本（1450億美元）、美國（3420億美元），係2003年首次下降

（UNCTAD，2018：6）。中國大陸2015年對外投資約1,276億美元，2016年暴增至

1960億美元，恐係與民企大量資金外移有關。

中國大陸一開始「走出去」的投資主體為大型國有企業，多是進入中國大陸短

缺的資源性行業，當時成功案例不多。近幾年中國大陸企業「走出去」發生較大的

變化，主要是由房地產企業及民營企業為主導，轉向批發零售、交通運輸／倉儲、

房地產開發，甚至娛樂、體育等多元領域發展，尤其是中國大陸企業投資海外房地

產已經遍布全球。由於大量資金流向海外，勢必衝擊中國大陸國內投資市場，2016

年中國大陸民營投資一直在下降，顯然與這種資金流向海外有關；而這些企業海外

投資的融資高槓桿，基本上還是借助於中國大陸的金融市場，因此，這些企業向海

外投資轉移資產及財富，亦會嚴重衝擊中國大陸金融市場，造成中國大陸資產價格

下跌及人民幣貶值的惡性循環等。（易憲容，2017）因此，中國大陸官方展開整頓

治理，2017年8月，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等發布《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

方向的指導意見》，限制企業開展與國家和平發展外交方針、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及

宏觀調控政策，不符合的境外投資，其中包括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

俱樂部等，以及在境外設立無具體實業項目的股權投資基金或投資平臺（國家發展

改革委等，2017）。

基本上，中國大陸官方並不會改變「走出去戰略」，只是希望導正目前的亂

象，防止中國大陸企業海外投資可能引發的風險傳導到國內金融市場，同時降低其

海外投資風險。尤其在習近平推動「一帶一路」走出去戰略之際，更是積極引導企

業「走出去」投資海外，希望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利共贏合作。

五、債務與金融風險

中國大陸近年金融風險問題始終居高不下，尤其是非金融類企業債務快速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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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成為不穩定因素。過去10年中國大陸的債務占GDP的比重一路攀升，由2008

年底的140%提升至2017年的240%。中國大陸債務問題有別於其他國家，是企業債

務水準遠高於政府債務及居民債務水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7年8月預

估，到2022年，中國大陸債務將超過290%，其過度依賴信貸的經濟策略引發巨額

債務，已達到危險水平，可能會引發下一次金融危機風暴；中國大陸經濟雖然在表

面上維持6%-7%的增長，但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負債卻越來越高（文樸，2017）。

中國大陸的債務主要包括政府債（國債、地方債）、企業債、居民部門債務、

外債。根據官方資料，截至2018年10月底，中國大陸國債餘額為人民幣（下同）

14兆元（中國金融新聞網，2018），地方政府債務餘額18.4兆元（中國財經網，

2018）；但加上國家開發銀行等三家政策性銀行的債務存量13.2兆元，政府擔保

支持的債券1.5兆元。共計47.1兆元，約占GDP總額82.71兆元的56.94%。惟地方政

府債務估計至少40兆元以上，而非僅18.4兆元。另至2018年6月底，中國大陸非金

融企業銀行貸款餘額86.2兆元，占GDP的99.6%，其中，資產負債率從2017年底的

51.6%上升至55.8%，國企資產負債率從65.7%降至65.0%（胡志挺，2018）。但企

業企業貸款，再加上債券和影子銀行信貸，總共約150兆元，約占GDP的175%，超

出國際公認的90%警戒線水準。而至2018年9月止，中國大陸居民債務餘額是46.2

兆元，約占GDP的55.8%（金融界網，2018）；有學者估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

的112%（金建方，2018）。政府債務解決方式，尤其是地方政府，就是繼續借新

還舊。對於企業債務，其中國企債務必須由政府力保，依靠債轉股、供給側等方式

解決；但民企則是交由市場處理（智谷趨勢，2018）。

2017年5月，信用評估公司穆迪（Moody’s）分析中國大陸經濟情況，指出中國

大陸背負的公債數量依然令人擔憂，國企負債達到中國大陸GDP的115%，穆迪公司

的評估指出如果中國大陸想要將這些公司的債務降低到可控制的程度，則要投入大

概4千億美元，因此，穆迪下調中國大陸主權信用評級，從Aa3下調至A1。不過，

由於中國大陸擁有深厚的經濟實力，外匯儲備達到3兆美元，年經常賬盈餘達到200

億美元。因此，持續的債務尚不會威脅到近期經濟（卡馬·艾哈邁德，2017）。

中國大陸國企成為債務問題集中地，主因是有些國企必須肩負國家政策任務，

當政策與企業經濟目標不一致時，這些企業勢必犧牲經濟效益來完成政策目標。例

如，2008年因應金融風暴，國務院追加4兆元投資煤炭、鋼鐵等國企增加產量，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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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下游企業的復甦，以避免經濟增速下降。結果因增資擴產，造成產能過剩，經濟

效益無法實現，債務風險在企業內聚集。中國大陸債務問題重點在企業債，而解決

企業債務問題的核心，在國企去產能、去槓桿的改革（黃少明、趙琛，2018）。

由於地方國企負債是地方政府的黑數和隱患，習近平在2017年7月中國大陸第

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針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強調「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

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凸顯當前中國大陸地方債務存在的金融高風險。

六、人民幣國際化問題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及對外經貿活動的擴張，推展人民幣國際化也

成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要政策。人民幣國際化的意涵，一是人民幣

現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二是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成為國際各主要金融

機構包括中央銀行的投資工具；三是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交易要達到一定的

比重。根據上述貨幣國際化的標準，人民幣國際化還處於一個初期的階段，前行的

路程尚漫長遙遠，但卻是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迴避的議題（傅豐誠，

2017：48）。

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隨著外貿快速增加，外匯

存底也穩定上升，人民幣匯率面臨升值壓力，不得不改變既有的人民幣盯住美元的

匯率穩定政策。2005年7月，實施浮動匯率制度，讓人民幣穩步升值。2008年金融

危機後，中國大陸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包括簽定央行間的貨幣互換協議、

推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等相關政策。人民幣國際化

指數（RII）由2009年的0.02%快速增加，2013年指數超過1%，達到1.23%的水準，

2015年已達到3.6%，居全球第四位，僅次於美元、歐元與日圓。在2015年以前，

人民幣在國際結算貨及國際計價貨幣領域的發展取得進展，但在做為國際儲備貨幣

方面的進展較為有限。2015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IMF）同意人民幣納入特別提

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的籃子之中，並於2016年10月1日起生效，標誌

人民幣與美元、歐元、日圓及英鎊同列國際貨幣之林，比重百分比分別為10.92：

41.73：30.93：8.33：8.09。上述新權重的分配，基本上反映出各國經濟實力的消

長。人民幣被納入SDR的意義，亦是證明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經濟地位和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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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可（傅豐誠，2017：51-59）。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統計，2018年6月份資料，人民幣在全

球支付貨幣中的使用量為1.81%，使用排名從上年同期的第六位上升至第五位（李

昂，2018）。另據中國大陸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

示，目前，人民幣已穩居中國大陸跨境收付第二大貨幣。2016年，跨境人民幣收付

金額合計人民幣9.85兆元，占中國大陸同期本外幣跨境收付金額的比重為25.2%，

已連續6年成為中國大陸第二大跨境收付貨幣。人行也在2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

幣清算安排，覆蓋東南亞、歐洲、中東、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根據不完全統

計，截至2016年底，全球共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存底。（杜宗

熹，2017）。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雖有進展，惟並未發揮企業避免匯率風險、國家減少外匯

儲備積累的初衷。尤其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中國大陸內部經濟仍存在下行風險，

影響人民幣國際化信心，投資人持有人民幣的意願降低；此外，因資本流出壓力加

大，人行資本管理政策趨緊，而呈現人民幣國際化的隱憂。但從趨勢來看，習近平

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使更多人民幣流出中國大陸進行投資，輻射帶內的

經濟體將是下一步推動人民幣全球使用的新動力。

肆、對外關係概況

一、政策沿革

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主要受到欺凌的近代歷史記憶、追求民族復興、不安全

感塑造的防禦安全觀所影響（麥艾文Evan S. Medeiros，2011：33-37）。中共建政

後，毛澤東、周恩來以獨立自主為其對外關係方針，以和平共處五項為對外交往原

則。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

礎上，與各國發展友好關係。1990年前後，鄧小平面對內外部環境，提出：「冷靜

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28字方

針，成為中國大陸對外戰略指導思想。江澤民時期除重申和平與發展，並提出「互

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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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國力的提升，中國大陸也思索外交如何兼顧「韜光養晦」與「有所

作為」的平衡。胡錦濤除提出和諧世界，並在2004年提出外交「四個布局」：「大

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習近平上臺後，

建構所謂習近平外交思想，同時在外交「四個布局」上進行創新，推動構建新型大

國關係、亞洲命運共同體，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積極參與多邊事務。（呂

鴻、莽九晨、王慧，2016）

二、大國關係

大國關係涉及中國大陸對自身的國際定位，以及在國際所能發揮的的影響力

（蔡東杰，2014：185-188）。1994年，中俄聯合聲明首次使用大國互稱對方。

1997年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提出「大國關係深刻調整」，宣示改善與發達國家關

係。2012年5月，胡錦濤出席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時，提出二十一世紀中國大

陸要做「新型大國」的概念。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到，「發揮負責任大國

作用」及「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自此成為中國

大陸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並以俄、美、歐盟為重點。

2013年3月，習近平訪俄羅斯時，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

係，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新華社稱中俄關係為新型大國關係的先行

者，中國大陸已將與俄羅斯的關係視為調整世界秩序的基礎。因此，有俄國學者

將中俄關係形容為「形式上是戰略夥伴，內容上是盟友關係」（塔夫羅夫斯基，

2016）；但也有人認為，中俄關係只是同床異夢的期約婚姻。

中國大陸與歐盟關係係建立在雙方龐大貿易的基礎上，歐盟是中國大陸第一大

貿易夥伴，中國大陸則是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雖然中歐之間，對中國大陸的市

場經濟地位認同、歐洲在中國大陸企業競爭力等議題存有分歧，但雙邊關係基本穩

定增長。

美中關係則是最重要、最複雜的關係。近幾年中國大陸成為崛起的區域強

權，權力天秤重心不斷向中國大陸傾斜，美國意識到過去在亞太地區形塑的國際秩

序漸漸失衡，威脅美國在亞太地區，甚至世界霸主地位。因此，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上任後相繼提出「重返亞洲」（return to Asia）、「轉向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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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ot to Asia）及「亞太再平衡」（Asia Pacific rebalancing）等戰略布局，企圖對

中國大陸進行遏制。（洪銘德，2015：151-155）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

平訪美，行前指出「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期待美方

敞開心胸，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2013年6月，習近平訪美，會晤歐巴馬時提

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強調雙方「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贏」，希望雙方建立新的權力平衡格局。其後因中國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

以及在南海島礁填海造陸、設置軍事設施，雙方矛盾反而日益激烈。2017年1月美

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臺，對中國大陸態度有所轉變。2017年12月美國

發表2018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把中國大陸定

位為美國的競爭對手，稱其試圖挑戰美國的地位，並威脅到美國的繁榮與安全。

2018年3月16日，川普簽署《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 HR535），使其正

式成為法律並立即生效，強烈改變臺美中三方互動政治基礎。川普後又於3月22日

簽署「中國經濟侵略」（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的總統備忘錄，根據「301

調查」結果，宣布對中國大陸採取懲罰性貿易行動。並在同年7、8月對從中國大陸

進口總值500億美元的產品開徵25%關稅，及限制中國大陸投資，美國此舉也立即

引發中國大陸的反擊與報復。有關美中貿易戰，美國的意圖究竟是解決美中不公平

貿易問題，還是對中國大陸進行戰略遏制，以延緩其崛起？各方有不同看法。但不

管如何，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不僅對兩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亦

必將對世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受關注的是，雙方是否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

三、周邊外交

周邊外交即是睦鄰外交，是在1990年正式啟動，目的在建立穩定和平環境的

周邊戰略。（蔡東杰，2014：90-92）自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外交作為觀察，習

近平對周邊外交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

上，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親、誠、惠、容」的理念，堅持「睦鄰、安

鄰、富鄰」。2014年5月，習近平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上提出以共同安

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為內涵的「亞洲新安全觀」，希望建構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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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共同體。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周邊外交的侷限在政治、經濟，而和安全分離，

使得周邊地區形成「二元格局」；但隨著國力上升，以及面對區域的安全情勢，中

國大陸的全方位睦鄰政策，成為至關重要的戰略選擇。（時殷弘，2004）

中國大陸有14個陸地鄰國、6個海上鄰國，因此做好周邊外交是外交布局的首

要。然而，由於周邊國家大小不一，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地位重要性不同，與中國大

陸關係親疏有別，甚至有領土主權紛爭，因此，中國大陸對周邊國家只能依據內外

部壓力、時局變化及戰略需要，適時調整雙方關係。

四、多邊外交

多邊外交的理論依據來自多邊主義，其定義有不同的論述，例如指的是「通過

特別的安排、或通過制度協調三個以上國家的國際政策的實踐」（Robert O. Keo-

hane, 1990）。毛澤東時期，力主雙邊外交，反對和抵制多邊外交。當時，囿於西

方孤立和冷戰格局影響，中國大陸多邊外交策略從一邊倒走向聯合第三世界，惟參

與度不高。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依據發展經濟的需要，被動地加入由其他國家主

導的區域和國際性的多邊組織。1990年代起，中國大陸主動參與並建設多邊外交

架構，以利享受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及承擔國際責任（鄭永年，2015）。2017年1

月，習近平在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WEF）上稱：「要堅持多邊主義，維護

多邊體制權威性和有效性。要踐行承諾、遵守規則，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取捨或選

擇。」顯示中國大陸高度參與，以及維護多邊組織的態度。

中國大陸參與國際多邊外交，從地區來看，可劃分為地區性及跨區域性兩大

類。從參與議題來看，地區性的多邊外交主要是以安全議題開始，逐步擴大到各個

領域；跨區域性的多邊外交是從政治、經濟領域的對話和合作開始，逐步擴展到

安全、文化等其他領域。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是中國大陸多邊外交的重要平臺，迄

今中國大陸已成為130多個國際組織的成員，並簽署超過250個多邊條約，其中部分

國際組織由中國大陸倡議發起，如中非合作論壇（FOCAC, 2000）、博鰲亞洲論壇

（Boao Forum for Asia, 2001）、上海合作組織（SCO, 2001）、東亞高峰會（EAS, 

2005）、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Belt and Road Summit, 2017），中國大陸均

具有主導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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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國大陸近幾年的作為，不僅積極參與現有的多邊組織，提高話語權及議

題設定，同時透過建立多邊組織，擴大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企圖建構新的國際

體系和國際新秩序，因此，國際社會亦期待中國大陸承擔更多區域和國際責任。面

對與各國日益緊密的聯繫及互動，未來中國大陸面臨的挑戰，除了維護中國大陸的

發展利益及擴大國際影響力，更是如何透過多邊外交化解與他國的分歧與矛盾。

五、經濟外交

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藉經濟的競賽提升國

力，為此有些國家藉由政府力量進行經濟競逐，中國大陸是其中典型且產生效果。

2004年中國大陸「外交白皮書」首次提出經濟外交後，在對外行為上，更注重透過

外交工作推動經濟合作。（蔡東杰，2014：135-136）

「一帶一路」倡議就是習近平上臺後，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和重大戰

略。2013年9月，習近平在哈薩克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概念；2013年10月，

習近平在印尼又進一步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由此形成「一帶一路」

倡議。由此可知，「一帶一路」亦是中國大陸周邊外交的重要布局。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建設資金，主要透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和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以為政策配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習近平

2013年在印尼提出，2015年12月成立，總部設在北京，至2017年止會員數85個，

法定資本為1千億美元。絲路基金由中國大陸出資，於2014年12月在北京成立，規

模為400億美元，以推動亞洲地區經濟發展。基金將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

開發、產業合作等項目提供融資。2017年習近平宣布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人民幣

1,000億元，並提供人民幣3,800億元專案貸款。

2018年8月習近平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指出，5年

來，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兆美元，對外直接

投資超過6百億美元，為當地創造20多萬個就業崗位，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成為拉動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重要引擎（趙超、安蓓，2018）。

顯示在中國大陸全方位外交布局中，「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戰略價值，

不僅有利於增進與周邊各國的政治、經濟利益交融格局，同時有利於對外貿易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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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保障。然而，中國大陸似乎也將「一帶一路」倡議範圍的擴大，過去是涵蓋

亞歐以及一小部分非洲地區，如今卻以「一帶一路」的自然延伸，將太平洋島國、

拉丁美洲國家等納入。此外，中國大陸在2018年1月發布《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

書，提出共建冰上絲綢之路。無疑地，引起一些利益相關國的疑慮，質疑中國大陸

是否藉此在地緣政治領域稱霸，邊緣化周邊大國。

因此，中國大陸學者許利平認為「一帶一路」恐帶來三大困境與四大風險，包

括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心理恐懼的困境；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浮上檯面的困境；各

國在經貿發展與產業結構上有競爭關係的發展困境；大國阻撓的戰略風險；沿線國

家政治社會多不穩定的安全風險；許多計畫可能因資金短缺或全球景氣而停滯的經

濟風險；沿線國家風土文化差異大的人文風險。（唐蘇，2015）

事實上，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5年來，確實遭遇困境，例如：希臘阻撓

中國大陸收購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斯里蘭卡赫班托達港項目擱淺；衣索比亞首都興

建的輕軌運輸系統，妥善率不佳；緬甸水電站、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等案已停擺；

巴基斯坦拒絕140億美元水壩項目投資；尼泊爾取消與中國大陸合作25億美元布達

甘達基水力發電站項目；印尼雅萬高鐵，因與日本競標被迫降價到幾乎無利可圖；

烏茲別克鐵路，由於吉爾吉斯的反對而陷入停頓；中歐班列不如預期，仰賴政府補

貼，還是持續虧損中。（黃奕維、黃秋龍，2017：101-105）此外，國際間即批評

「一帶一路」是新型殖民主義，損害他國經濟自主，讓弱勢國家掉進債務陷阱，而

且助長貪腐。2018年8月，馬來西亞新任總理馬哈迪訪中國大陸，簽署合作協定，

但也取消中資企業承建的東海岸鐵路（ECRL）及沙巴和麻六甲兩項天然氣管道計

畫，總共220億美元的合作項目。馬哈迪此行最大的成就是獲得中國大陸的理解，

不能讓馬來西亞面臨破產；中國大陸願意讓步主因，是其面臨美中貿易戰之際，不

願再生枝節，只能接受損失。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逐漸下滑之際，外界擔心「一帶一路」能否堅持下

去。但由於「一帶一路」是由習近平提出，而且列入2017年中共「十九大」修正

的《黨章》中，所以在習近平當權下，中國大陸不可能終止「一帶一路」建設的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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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概況

一、軍隊改革背景

中國大陸的國防武裝力量由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武警）和民兵相

結合構成，其中解放軍是武裝力量的主體（張萬年，2002：220-229）。軍隊在中

國大陸政治體制中，始終是一個重要而複雜的結構，具有獨特角色和地位。在中共

黨政運作裡，最有實力的政治角色，就是掌握軍隊的人，誰掌握軍權，就主導政策

方向。

中共中央總書記擔任軍隊領導人，可為其提供強大的政治能量；由於中央政

治局其他常委無權過問軍方事務，因此中央總書記倚仗的軍隊，對任何政治對手而

言，具有無形的威懾作用。但是，胡錦濤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時期，軍權遭到徐才

厚與郭伯雄兩位副主席架空，兩人賣官貪汙，造成軍隊空前腐敗，逐漸斲傷戰力，

促使習近平掌握軍權之後，藉由整飭軍風紀、強化軍隊訓練等措施，改革軍隊。此

外，面對外部安全形勢的挑戰，如釣魚臺主權的爭議、南海島嶼的爭奪、朝鮮半島

的紛爭、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以及對外經貿的開展等，必須有強大的軍

事力量作為保障，藉以推展戰略任務。因此裁軍改革，讓軍隊制度更適應未來戰爭

的需求，有其必要性。（潘進章，2016：73）換言之，此次軍隊體制改變，除了

有穩固習近平軍事權力的軍隊整肅與布局外，也有提升戰力的編制改革與轉型等的

考量。

2012年11月習近平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後，即密集視察解放軍各大單位、七大軍

區及武警部隊，提出「中國夢」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要求軍

隊提高實戰能力，必須「能打仗、打勝仗」。（習近平，2014：219）習近平也強

調軍事思想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性，要求「與時俱進大力推進軍事創新」，並提出軍

事理念四個轉變。顯現習近平對掌握軍隊，以及軍隊改革的重視；並希望透過軍改

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軍隊。事實上，過去江澤民或胡錦

濤時期，也曾大力推動軍隊的改革與現代化，惟其主要重視武器和裝備的革新，而

習近平則相對重視軍事戰略和組織的調整。（陳世民，201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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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隊體制改革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提出「深化國防和

軍隊改革」，要求「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

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2014年3月，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

小組成立，習近平自任組長，主導軍隊的改革。2015年9月，習近平在抗戰勝利70

週年閱兵典禮上，宣布裁軍30萬人，開啟軍隊改革序幕。同年11月，召開中央軍委

改革工作會議，習近平在會上強調，要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實行軍委多部門制，成

立陸軍司令領導機關、健全軍兵種領導管理體制，重新調整劃設戰區、組建戰區聯

合作戰指揮機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等，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

主建的格局，構建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

理體系（習近平，2017：407-408）。

2015年12月底，成立陸軍領導機構，增加火箭軍（原二炮部隊）、戰略支援部

隊兩個軍種。加上原海、空軍，使五大軍種處於實際對等地位。各軍種領導方式劃

一，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各司其職、平等發展。戰略支援部隊的主要任務是支援戰

場作戰，使軍隊在航太、太空、網路和電磁空間戰場能取得局部優勢。（人民網，

2016）。

同時於2016年1月公布，將中央軍委機關由原來的總參謀部等4個總部，改為

中央軍委多部門制，包括1廳：辦公廳；6部：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

部、裝備發展部、訓練管理部、國防動員部；3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政法委

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5直屬機構：戰略規劃辦公室、改革和編制辦公室、國際

軍事合作辦公室、審計署、機關事務管理總局，共15個職能部門。2016年2月，原

有的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和中部戰

區，負責作戰指揮。過去，中央軍委透過四總部對各軍區、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

實施領導指揮；但也對二炮實行垂直領導；如今，皆改為中央軍委直接領導，強化

中央軍委的權威地位。

2017年4月，調整組建84個軍級單位；縮編陸軍集團軍，由原來的18個裁剩13

個，番號重編，從71軍編至83軍，隸屬戰區調配。2017年7月19日，調整組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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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同類型院校合併，降低級別，由大軍區級

降為副大軍區級。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武警部隊改為中央軍委統一領導，不再歸國務院序

列。2018年1月1日起，武警部隊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進行集中統一領導，實行中

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指揮體制。6武警部隊由80萬人減少到40萬人。

三、強化軍委領導

中共中央軍委是中國大陸國防武裝力量的最高領導機構，它同時也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既是中共黨的、又是國家的最高軍事領導機關，「兩塊招

牌、一套人馬」。中央軍委對全黨軍事工作或是對全軍來說，是決策、領導、統率

機關；但對中共中央而言，是執行機關。

中央軍委是由中共一手創建，最早出現在1925年12月，歷經多次更名、重建。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首次提及中央軍委會，規定中央軍委對中共中央

委員會負責。同年12月，中國大陸全國人大通過現行《憲法》，規定設立「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軍委，領導全國的武裝力量。雖然如此，但中共建政以來，軍權一直

掌握在黨的中央軍委手裡，並沒有因為成立國家中央軍委，而有所變革。中央軍委

既然是中共黨的最高軍事領導機關，其組成人員也就由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

定；但做為國家中央軍委的組成分子，在形式和程序上仍須獲得全國人大的同意。

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主席是全國武裝力量的統帥（楊毅，2009：151）。

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除擔任中共中央主席，還一直出任中央軍委主席；第二

代領導人鄧小平，雖從未擔任過中共黨或政的最高領導職務，但他長期擔任中央軍

委主席；第三、四代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除了相繼擔任中央總書記，也同時兼

任中央軍委主席。惟江澤民2002年11月中共16屆1中全會，交卸中央總書記予胡錦

濤，卻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直至2004年9月中共16屆4中全會，胡錦濤才接任中

央軍委主席。但是，江澤民透過從前提拔的人馬郭伯雄、徐才厚等，持續在軍隊發

揮影響力，胡錦濤成了最弱的中央軍委主席。

6 武警部隊負責維穩、海上維權執法、防衛作戰三類職能，其中海上維權執法係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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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央軍委主席領導權曾經遭到弱化，因此，本次軍隊改革，特別重申中國

大陸《憲法》規範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的重要性。同時2017年10月，中共「十

九大」修訂《黨章》時，亦加上中央軍委施行「主席負責制」。就是為強化中央軍

委主席領導權威。

2016年4月20日，中國大陸媒體公開習近平新頭銜――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總指揮，一般認為這不僅顯示習近平已經在軍隊建立起個人權威，與過往毛澤東和

鄧小平相當；同時表明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James Na-

than）認為，當習近平身穿迷彩服以「軍委聯指總指揮」新頭銜出現時，即是發出

一個強烈的訊號：相較於過去其他領導人，他會與軍隊保持更為密切的關係，進而

實質行使他對軍隊的掌控權（明鏡新聞網，2016）。

「首長好」，這是過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閱兵時，受校部

隊的回應口號。2015年9月習近平藉抗戰勝利70周年舉行閱兵時，受校部隊也是向

其高喊「首長好」。2017年6月30日習近平出席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活動視察檢閱

駐港部隊，受校部隊改向其高喊口號：「主席好」。同年7月30日共軍慶祝建軍90

周年閱兵，在內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野戰化、實戰化閱兵，受校部隊再向習近

平高喊口號：「主席好」。受校部隊回應口號，從「首長好」改為「主席好」，無

疑也是在強化突出軍委主席領導制，建立習近平個人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

四、軍民融合發展

中國大陸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建基在經濟與國防兩大建設領域。學界的看法，

認為中國大陸欲參照歐美的軍工企業（defense industry enterprise）經驗，試圖發展

適應中國大陸國情，以國防科技工業領域為中心的軍轉民、民參軍發展制度。然

而，中國大陸此一國家戰略係長期形成的，歷經毛澤東時期的軍民兩用、鄧小平時

期的軍民結合、江澤民時期的寓軍於民、胡錦濤時期的軍民融合，以及習近平強調

的深度融合。習近平上臺後，提出「強國夢」、「強軍夢」，但是強國必須強國

防，強軍必須強軍工，其強調深化軍民融合發展的目的，即在優化國防科技工業體

質（董慧明，2016：31-33）。

201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由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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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擔任主任，全面展開以軍民融合方式發展中國大陸國防軍事工業的新模式。至

2017年止，中國大陸已建成17個軍民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軍民科技融合，投入北

斗導航系統、大型客機C919、華龍一號等研發應用。儘管中國大陸軍民融合戰略

發展迅速，但亦面臨下列問題：一是如何建立高層組織統籌與協調機制，解決因軍

地關係聯繫不足、軍民之間人才、資源、技術缺乏雙向共享機制的問題。二是如何

增進軍民協同創新能力，避免軍民分割、自成體系、多頭管理、封閉運行的管理與

運作體制，成為限制軍民協同創新能力的絆腳。三是如何做好軍民融合重點產業管

理，包括產業種類重複建設、同質性、發展規模、型態等。四是如何改制軍工科研

院所分類，其中又以軍工科研院所改制成企業的標準認定、產權關係、改革成本、

業績考核等問題最為複雜（董慧明，2016：35-36）。中國大陸軍民融合發展，按

照預定的規劃布局，將在2020年前取得深度融合綜效，屆時即可看出其成果如何。

陸、社會概況

一、人口管理

中國大陸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因此，管理人口是一項重大任務，先是建立城

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生育政策也從鼓勵生育、放任生育、一胎化計畫生育，以

至當前的有限度鼓勵生育政策演進。

（一）戶籍管理

中共建政後實行計畫經濟政策，有賴戶籍管理進行配給管理，因此，1955年中

國大陸國務院發布《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規定城市、集鎮、鄉村

都要建立戶口登記制度，統一城鄉的戶口登記工作。其後，因應農村人口大量湧入

城市，造成管理困難及資源分配問題，1958年，中國大陸頒布第一部戶籍法規《戶

口登記條例》，確立一套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依戶籍屬性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

業戶口兩類，形成二元戶籍管理模式，造成社會的不公與矛盾。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戶籍制度管理仍相當嚴格，之後隨著經濟發展及城鄉

交流日益廣泛，戶籍管理出現新問題，如農民工入城、買賣戶口、城中村等，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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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劃分的戶籍制度備受責難。中國大陸當局提出因應措施，1984年國務院發布《關

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集鎮落戶，中國大陸戶籍

制度開始鬆動。同年深圳首先實行暫住證制度，直至居住證制度實施前，一直是多

數城市對非本地戶籍人口管理的主要辦法。198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居民身分

證條例》，首次建立以個人為單位的人口管理。1992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收容遣送

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要求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戶口公民辦理《暫住證》，此

為中國大陸首次對於各地推行的暫住證制度表示認可。

隨著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和《行政許可法》的頒布，暫住制度受到質疑，少數

城市開始將暫住證向居住證轉變。2008年1月，深圳市率先正式推行居住證制度；

至2009年3月，已有河北等13個省、市、自治區相繼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

質劃分。2014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主要

重點有：取消農業與非農戶口界限、特大城市可積分落戶、調整戶口遷移政策、建

立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尊重農業轉移人口意願。2015年10月，國務院通過《居住證

暫行條例》，並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條例》規定中國大陸公民離開常住戶口

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條件可以申領居住證。2017年12月，中國

大陸31省市區均已發布居住證具體實施辦法（郭瑞華等，2018：126）。

然而，解決中國大陸戶籍制度也面臨下列挑戰：一是如何建立完備的戶籍制

度。畢竟戶籍制度改革牽涉就業、住房、教育、土地、養老、醫療、生育、最低生

活保障等，並非單純戶口的放開問題。二是如何鼓勵地方政府積極進行戶籍制度改

革。由於戶籍制度涉及一系列的福利和公共服務調整，在地方財政體制下，過高成

本將制約地方改革的積極性。三是如何解決農村戶口大量移入城市的問題。由於城

市容忍力及治理能力總是有限，人口大量湧入城市，造成交通擁擠、貧困、住房壓

力、環境問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治理能力恐受考驗。

（二）生育政策

一胎化計畫生育政策，確實有效控制中國大陸的人口增長，人口生育率從1970

年的5.81%下降到2000年的1.22%，成為低生育率國家，但也造成嚴重的年齡、

性別及人口地區分布的失衡問題。尤其是人口老齡化，社會面臨未富先老。2015

年，中國大陸老年人超過2.22億，高達16.1%；預計到2030年將超過3.4億人，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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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到2050年超過4.39億人，高達33.9%。由於老齡人口不斷增加，勞動力人口

正在萎縮，經濟發展所依賴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面對人口失衡問題，中國大陸當局不得不調整原有的一胎化政策，2000年，公

布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政策，放開雙獨。2013年，實施夫

妻雙方有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政策，放開單獨。2014年，各地陸

續實施單獨兩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全面兩孩政策。

綜合而言，由於中國大陸人口與土地超載，計畫生育仍是中國大陸必須堅持的

基本國策，但在內涵上則與時俱進，適度調整。從管理機制的調整，由國家計畫生

育委員會（1981），到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2003），進而國家衛生和計畫

生育委員會（2013），再到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18），可以觀察出政策取向的

變化。

二、貧富差距

中國大陸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造成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目前已成為世界

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國際判斷財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多採用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一般將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1981年，中國大陸居

民收入的吉尼係數僅為0.29，2000年以後，該指標已迅速突破國際警戒線，並長期

維持在0.47以上，遠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均值0.317。據中國

大陸國家統計局統計，2017年吉尼係數為0.467，較2016年上升0.002；中國大陸吉尼

係數在2008年創下最高，為0.491，此後下滑，2017年再轉為上漲。若將中國大陸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成5組，2017年最富裕的高收入組收入增長幅度為9.1%，較

2016年擴大0.8%，顯示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郭瑞華等，2018：117）。

中國大陸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主因有二：第一，實施地區及城鄉非均衡發展

戰略的結果，使得經濟活動呈現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鄉和地區之間的工資水

平和工作機會有巨大差異，再加上戶籍制度等限制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結果使城鄉

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第二，高投資發展模式導致居民在分配格局處於

7 許多研究有不同的數據，差異在於有無計算隱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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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地位。過去中國大陸透過國家主導型的高投資發展方式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結

果導致過高投資和低居民消費，造成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日益不對等，形成窮者越

窮，富者越富。（陳彥斌，2013）

中國大陸當局為解決貧窮問題，1980年代中期先從農村開始推出扶貧政策，重

點是提高經濟增長和增加收入；城市的貧困問題，直到1990年代中期隨國企改革

及失業問題才受到重視，重點是基本生活保障及失業就業扶助。2013年，習近平首

次提出「精準扶貧」口號，目前已定下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

目標。

三、社會保障制度

中國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於1951年，歷經六十餘年發展變遷，形成由國家

―單位保障制，向國家―社會保障制發展。改革開放前實施計畫經濟體制，社會保

障制度是國家主導下的單位保障制，制度安排具有國家負責、單位（集體）包辦、

全面保障、封閉運行等特徵。改革開放後，針對這種傳統社會保障進行制度變革

與創新，改由政府主導建構社會保障制度，但企業、社團與個人必須共同分擔責任

（鄭功成，2014）。

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保障主要類別有：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

安置、社會互助五種，其中以社會保險最為重要。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基本

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共同構成中國大陸當前社會保險制度，而基本養

老和醫療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板塊。中國大陸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構架，按照人口類型

分為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以及新型農村社

會養老保險四種。2014年2月，中國大陸國務院決定合併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

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這是因為新

農保和城居保兩種制度極為類似，整合較易。其合併有利於促進城鄉一體化，確保

全民享有基本的養老保障，以及促進人口縱向流動、增強社會安全感等（社保查詢

網，2014）。

在基本醫療險方面，2016年1月，國務院發佈《關於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

險制度的意見》，希望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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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2018年7月，新組建的國家醫療保障局會同財政部

等聯合印發《關於做好2018年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工作的通知》，預計2019年建

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陳聰，2018）目前主要問題有三：一是如何理

順全國醫保管理體制；二是如何統籌地區整合制度方案的實施，建立統一城鄉居民

的醫保制度；三是如何發揮全民醫保在深化醫改中的基礎作用。另外，期待整合城

鄉醫保和城鎮職工醫保，實現「三險合一」，現階段尚無可能性。

四、宗教管理

中國大陸有五大制度性宗教和七個全國性宗教團體，佛教（中國佛教協會）：

寺廟3萬3千餘座，出家僧尼24萬餘人，信徒1億餘人；道教（中國道教協會）：

宮觀5千餘座，乾、坤道5萬餘人；天主教（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

團：教堂約6千餘座，神職人員約3千餘人，信徒約9百餘萬至1千萬人（不含地下教

會）；基督教（中國基督教協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教堂及活動

點5萬處，近4千名牧師、約3萬7千名教職人員，信徒約2千3百萬餘人；伊斯蘭教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清真寺3萬5千餘座，信徒2千5百萬餘人。然而，另有為數

眾多的地下（家庭）教會，不願意接受官方管理，形成統計的暗數，甚至成為遭到

迫害的對象（郭瑞華等，2018：128）。

對於宗教管理，中國大陸採取黨政雙線進行，中共各級統戰部對於宗教人士

進行統戰工作；同時在國務院設立國家宗教事務局，指導、管理與協調宗教事務。

2018年3月黨政機構改革，將國家宗教事務局併入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外加掛國家

宗教事務局牌子。

習近平上臺後，推動「宗教中國化」，2015年5月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提出

宗教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2016年4月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再次強調積極引

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重要任務就是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2017年10

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宗教中國化」的重要性。2018年8

月起，中國大陸各地方當局要求宗教活動場所升掛國旗，增強愛國意識。

由於歷史因素，中國大陸向來對外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與天主教）存有敵

意，擔心境外勢力利用宗教活動進行政治滲透。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社會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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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流的增多，信教的民眾迅速增長，不願接受官方管理的地下（家庭）教會及

穆斯林私設講經點越來越多，雙方引發的衝突激增。此外，宗教與少數民族息息相

關，由於維、藏族擁有自屬性的宗教信仰，中國大陸的管制政策，反而激起該等民

族分離運動的興起。

五、民族治理

中國大陸係一個多民族國家，55個少數民族，人口數為1億1,379萬2,211人，

占2010年總人口數的8.49%。中共建政後，以民族區域自治為中國大陸民族治理政

策。1954年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載入《憲法》；1984年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

至2018年3月，中國大陸共建立155個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個自治區、30個自

治州、117個自治縣、3個自治旗，另有一千一百多個民族鄉。有44個少數民族建立

自治地方，實行區域自治的占少數民族總人口71%，民族自治地方面積占全中國大

陸總面積約64%。

雖然中國大陸《憲法》及《民族區域自治法》對於自治權有所規範，但在實際

執行上，受到中國大陸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影響，難以完全貫徹實現。另外是自

治地區內民族間的矛盾，一是漢民族在經濟、文化、教育上的優勢，引發少數民族

的怨懟；一是自治民族與非自治民族之間，因自治權的多少、大小，產生的摩擦與

衝突。

對中國大陸當局而言，少數民族中維、藏問題涉及民族、宗教、分離問題，甚

至有外部介入，因此最為複雜，處理最為棘手。以至中共除了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

議，還針對新疆、西藏，不定期召開工作座談會。2014年5月，習近平在第二次中

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新疆的問題最長遠的還是民族團結問題，要嚴厲打擊暴

力恐怖活動、遏制宗教極端思想蔓延，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2015

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

建藏，是黨的「十八大」以後黨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則。

近年中國大陸當局為民族自治地方貧困縣、邊境戍邊地區及特困和人口較少民

族，實施專項脫貧計畫，提供少數民族發展專項基金，加強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

強培養優秀中高級少數民族領導幹部等政策。此外，習近平於2014年9月召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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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民族工作會議，定調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從強調差異及漢化，改為尊重差異、

減少差異及包容多樣。然而，政策宣示與實際執行常產生偏差，更是少數民族怨懟

所在。

六、社會維穩

中國大陸高速經濟發展，帶來貧富、城鄉、東西區域發展失衡，以及貪腐等問

題，社會矛盾激增。根據統計，中國大陸的群體性事件8由1993年1萬起增至2000年

的4萬起，再到2009年的11萬起，到2010年又增加到18萬起。因此，維護社會穩定

（維穩）成為中國大陸當局社會治理的主基調，採取強硬的應對手段。以維穩為目

的的協調機構應運而生，如1991年成立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綜治委）；

1998年成立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加上既有的中央政法委員會，此維穩體

制由上而下緊密結合。2011年10月，中共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改名為中共

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成員幾乎涵蓋所有的部門。讓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權力膨脹。當時維穩經費在2009年即高達5,140億

元人民幣，已接近國防經費的數額，2013年維穩費用為7,690億元，連續3年超過國

防經費9（汪毓瑋，2013：28-33）。此外，中國大陸也大幅擴充武警，除了政治因

素，還有社會因素，目的在因應日益惡化的社會治安，以及層出不窮的社會聚眾事

件。其後，中國大陸幾次重大社會抗議事件，都動用武警鎮壓，顯示中國大陸當局

早已未雨綢繆。

2017年1月起，武警改由中央軍委領導。2018年3月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機構改

革，不再設立中共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以

及其辦公室，職責交由中央政法委承擔。主要係實現領導體制單一化，也避免擴

權。另外，國務院新組建退役軍人事務部，顯係因應中國大陸近年來多次發生退役

軍人抗議，要求依法、依規定、依政策，安置退伍官士兵問題有關；由於退伍軍人

8 群體性事件是中國大陸對於特定行事社會群眾抗爭運動的用語，包括群眾遊行、示威、抗議、非
法上訪等群眾運動。

9 由於連續幾年維穩經費明顯超過軍費，從2014年開始，中國大陸財政部發布的預算報告中不再附
錄全中國大陸的維穩支出列表，只提到中央的公共安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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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事宜，不僅涉及軍隊政治工作部門、民政部，更與地方政府息息相關，但多頭

馬車的結果，變成大家都不管，尤其如何妥善安置軍改裁軍的30萬人，避免形成社

會問題，是中國大陸當局必須思考問題。因此，新組建的退役軍人事務部，專責強

化對退役軍人的管理與權益保障，顯然是中共重要的社會維穩手段。

中國大陸當局維穩工作內涵經歷十多年的演化，習近平上臺後，將維穩提升為

維護國家安全。2014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目的在健全公共安全體

系，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同年4月習近平提出總體

國家安全觀，要構建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

資源、核安全為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總體國家安全觀幹部讀本編委會，2016）

其中核心為政治安全，即是在維護中共執政的安全，而過去的維穩模式就是為政權

安全而逐步升級。

七、環境治理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強調經濟發展，形成環境換取GDP的成長。北方的荒

漠化，西南的乾旱和洪災，全國的潔淨水資源枯竭，空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

以及極端天氣等，整個中國大陸環境遭受嚴重破壞，日趨嚴重，對社會、土地以及

民眾健康形成嚴峻挑戰。中國大陸雖制定多項環保法令，但因執法不力，導致環保

治理成效不彰。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深改組下設六

個專項小組，排首位為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顯示環境問題已

引起中國大陸當局重視。國務院也先後發布實施大氣（2013）、土壤（2016）、水

（2016）的三個行動計畫。2018年10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31度提到

「環境」，包括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環境制度等，強調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

境保護制」。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透露，習近平曾表示，對造

成生態破壞的要追究責任，且要「終身追究」（王彥喬，2017）中國大陸當局種種

作為及宣示，凸顯環境治理的嚴厲風向和急迫性。

2018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新組建的自然資源部負責陸地和海洋的所有自然

資源的空間規劃和數量監管；生態環境部負責生態環境質量的監管。未來，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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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政府治理將產生兩項變化：一是明確職責，讓治污態勢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是突出「生態」，將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護兩者並重。未來，尤其是臺商，面臨中

國大陸地方政府的「嚴格監管執法、嚴格督查督辦」，必須有承受準備。

八、網路管制

1987年中國大陸首建互聯網（網際網路），但直到1994年後，網際網路才在中

國大陸發展。截至2017年底，中國大陸網域名稱總數為2,085萬個，網站總數為533

萬個，網民規模為7.72億，網路普及率為55.8%。隨著網路的興起，中國大陸的國

家與社會關係也有了變化。由於網路多元信息自由傳播與流通，具有無國界、去中

心化、匿名、隱私、便利等特性，因此網路科技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對中國大陸的

社會控制，形成重大挑戰。

中國大陸當局為加強網路管制，在2000年11月，發布「互連網站從事登載新聞

業務暫行規定」，為全球第一個針對網路新聞管制的國家法令。同時，組建嚴密的

「網路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加強網路監控。另透過通訊協定的設定及關

鍵字的鎖定，屏蔽中國大陸政府不想讓人民看到的網路資訊。另也設置數量龐大的

網管員（網路警察），在主要的網路管理站協助下，負責監控網站言論。中國大陸

一方面藉由管控網路，降低網路對政權的可能衝擊；另一方面積極運用網路強化政

權正當性與合法性，為了善用網路此一新媒體的宣傳能量，中國大陸出現所謂「五

毛黨」與「網路水軍」為政府代言，在網路上透過大量吹捧或是以正面的網路發

言，宣傳中國大陸當局的作為。（林穎佑，2016）

為建立網路管理機制，中國大陸除成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10

及辦公室，由習近平擔任組長；並在2016年11月通過《網絡安全法》，規範境內建

設、營運、維護和使用網路，及網路安全的監督管理。此外，習近平提出網路主權

概念11，強調每個國家都有權為自己的互聯網運行制定規範，並向國際宣傳推行，

試圖將網路主權概念導入國際規範中，為國家對內管控網路形塑正當性基礎。

10 2018年中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已改名為中共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委員會。
11 2014年11月，習近平向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致賀詞中指出，「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攜手努力，深
化國際合作，尊重網路主權，維護網路安全，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透明的網路空間。」



050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柒、結論

習近平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前，看到胡錦濤領導權威的弱化、保守的作為，面

對集體領導制造成的「九龍治水」現象，只能順從；進行反貪腐，只是形式主義；

進行改革，也是局部、有限的，偏重經濟及行政改革。因此，習近平記取教訓，接

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後，立即提出「中國夢」、「強國夢」、「強軍夢」，作為國家

目標，強化中國大陸人民對他的期待。為達成目標，習近平採取的策略，一是權力

集中，一是提出全面性的深化改革方案。因此，在過去5年多裡，在政治、軍事方

面的改革，相對澈底和成功，透過積極的反貪腐作為，強化黨的領導，進行黨政軍

領導體制的改革，習近平完成強中央的目標，也達成個人權力的集中，成為黨的核

心，且將冠名思想寫入黨章，成為黨的新意識形態。

在經濟方面，供給側改革緩步推進，尚不夠深、不夠廣，尤其國企和金融兩大

板塊，亟需加速處理。由於，中國大陸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國力大幅提升，係得

益於經濟全球化，因此，中國大陸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捍衛者，然而，在美國總統川

普要求公平貿易下，除了貿易平衡問題，中國大陸面臨的是其內部市場如何加速對

外開放，以及外商、外資權益的保護，不僅是美國，其他國家也在關注。過去，中

國大陸以種種理由、條件保護本國產業，設限外商投資。在供給側改革中，加速市

場開放是中國大陸必須面對的議題。

在社會方面，中國大陸5年來的改革相對有限，社會控制更為緊縮。面對嚴重

的貧富差距，習近平提出「脫貧攻堅戰」、希望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

貧，貧困縣全部摘帽」，然而，以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要達成指標很容易，但如

何消除造成貧富日益差距的不公平制度和政策，顯然才是要務。另外，長期以來中

國大陸當局面對宗教、民族問題，表面是懷柔，但實質以管制為主，尤其是對外來

宗教和維、藏族，更是如此，結果引發更嚴重的宗教、民族矛盾和抗爭。對於新

興的網路、新媒體、NGO等，也是採取嚴管，造成更多的民怨。中共為了執政安

全，對社會採取種種管制措施，幾乎形成國家與社會的對立。

在對外關係方面，習近平繼承江澤民、胡錦濤的外交遺產相對較多，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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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關係、周邊外交、多邊外交和經濟外交，均是如此。但習近平採取的是強勢外

交，以致維護主權、安全、核心利益、發展利益，是他的常用語彙，加上「強國

夢」、「強軍夢」的提出，以及一帶一路宏偉計畫的推動，有些國家開始疑慮中國

大陸的威脅，認為其是否想成為全球的霸權。顯然習近平對外過度的強勢展現，反

而製造中國大陸更多的潛在敵人。雖然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出「做世界

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但是政策宣示

與實際作為，要能達成一致，才能讓國際安心。

綜合而言，習近平的領導是強勢的，思維是保守的，有意在歷史中尋求定位，

在他的引領下，中國大陸將走向強國之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為活絡，但不會有

西方價值存在的空間，因為習近平對西方民主並無興趣，而且採取防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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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政治菁英的專業屬性在「十八大」之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一個明顯

的現象，是在中央領導階層中，人文學科出身的菁英，其重要性與比例，已經和科

技官僚菁英呈現出並駕齊驅的情形。1980年代強調經濟建設崛起的「科技菁英」的

黨政領導層，由於近年來日趨重要的財富不均、社會階層的分化問題，地位已不再

被「獨尊」。我們以中共「十八大」、「十九大」的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的

大學學歷、專業學歷等指標的集體特徵，證成以上觀察。對於這個現象的解釋，可

能是中共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開始處理財富分配等問題，而人文學科出身的

官僚，在這方面的訓練與能力可能較科技官僚來得更強。「十八大」之後的這個現

象，象徵著共黨國家在進行威權鞏固的階段，必須調整菁英組成的專業性，將科技

官僚專政的模式，改變到科技菁英與人文專業的幹部共治的型態。

關鍵詞：十八大、中央委員、社會公平、科技官僚、政治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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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開幕，習近平以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身分，發

表名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政治

報告。他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並且表示：「堅持全面深化改革。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新華網，2017）。」在次

年，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則強調，中國大陸雖保持國內

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7.1%的高速增長，但中國大陸仍是：「世界最大發展

中國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中國政府網，2018）。」

作為中國大陸境內唯一的合法執政政黨，中國共產黨對於如何主導國家發展，

具有壟斷的權威。儘管如此，有些觀察將這個壟斷性權威，形容為中國大陸領導人

夜不成眠的「夢魘」（Lampton, 2014）。從現實上來說，中國大陸領導人面臨的治

理工作極其錯綜複雜，諸如解決中國大陸人民日益升高的政治不滿、維持可持續的

經濟增長、提供人民乾淨的空氣與飲用水，甚至是創造偉大的「中國夢」，都考驗

中共的執政能力。就中共所面對的國際問題來說，諸如其能否承擔日益龐大的國際

責任、保護中國大陸產業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利益，到處理境外公民、產業進入中國

大陸境內等種種問題。就此，能否將相形落後的政治制度，與改變中的世界愈來愈

和諧，成為中共政治菁英的最核心的挑戰。一些政治經濟學者，如Acemoglu與Rob-

inson（2006；2012）就認為，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欠缺內生性的驅動，政治菁英無

法處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議題。在這些條件下，中共的政權存續（regime survival）

問題，若沒有澈底的政治改革，政權將是短命的。不過，有些觀察則認為，中共

政權具有相當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譬如：中共的執政團隊組成

開始更具多樣性、政治高層的接班程序也更具制度化、政績因素對甄補政治菁英的

重要性開始增加、政治機構功能分化與專業化提高、中共黨內也建立更具廣泛的政

治參與機制，以加強統治合法性等（Nathan, 2003；寇健文，2005：3）。在部分觀

察，則認為中共的執政者，有一批類似東亞經驗的專業「科技官僚」，主導著國家

現代化（吳玉山，2007）。不過這種發展模式，在習近平時期，可能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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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大陸執政者來說，有關這類市場開放後新的政權存續議題，泛稱為「蛋

糕論」的爭辯，也就是執政者在社會財富做大（蛋糕）後，如何分配整體社會財富

（分蛋糕）的問題。要維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黨的領導與政治體制，就有需要朝

處理「分蛋糕」能力調整的方向。在本章，我們從菁英甄補的面向，解釋這種政權

轉型的可能性。具體而言，我們認為在習近平執政後，中共領導層為了強化處理分

配社會財富的能力，開始任用專業背景比較傾向法政、管理與人文類的菁英，在黨

中央領導層也有全面拔擢這類官僚的趨勢。

部分觀察發現，習近平執政後，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中央委員會的

大學學歷比例不單提高，中央委員的大學本科，和過去相比，也有很大不同。舉例

來說，中共在召開「十七大」時，當時中央委員的大學本科，主要集中在水利、化

工、冶金、勘探、機械等專業；但「十八大」時，中央委員的大學本科，以經濟、

哲學、中文、法律、政治學居多（多維新聞，2017；吳仁傑，2012：49）。在官方

媒體，將這些高官學歷背景的轉變，解讀為基於「政府轉型需要、實現共同富裕、

社會公平正義」的必要趨勢（新華網，2013）。有些分析，則認為這反應了理工科

與文科兩類學歷背景官員，在黨內實力的消長。還有分析，使用學習歷程解釋這兩

類官員，在思維有極大差異。譬如理工科背景的官員，思維較有邏輯的嚴密性，但

也要求嚴格，相對死板，不善創新：文科背景的官員，形象思維發達，橫向聯想豐

富，但務虛強於務實，激動不易冷靜，但性格處事也比較具霸氣和靈活性（多維新

聞，2018）。而習近平時代，文科背專業官員的崛起，說明中共在甄補官僚更有

「多元性」，不再像過去理工科官員獨占一方，更反映基本國策的轉變。

就此，本章進一步以中共十八、「十九大」中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的「大學學歷」、「專業學科」等「專業條件」的集體特徵（或稱專業「憑證

（credentials）」）為觀察指標，討論這個趨勢背後的意義。我們並提出以下兩個

假說：一、與過去相比，習近平時期的中央委員，專業學科是文科背景的比例，有

顯著增長。二、與過去相比，習近平時期的政治局委員，專業學科是文科背景的比

例，有顯著增長。

這種分析視角，以學理並非沒有依據。首先，中共菁英甄補的研究，多數觀

察到1980年代中期的黨政領導菁英，學歷呈現全面提升的趨勢（寇健文，2005；寇

健文，陳方隅，2009）。再來，黨政領導菁英在1978年後，由於國家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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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補了大量的理工、工程等科學專業的科技官僚，進入黨務、政務，與地方基層系

統。在些比較特殊的現象，是有國外海歸經驗的中共高官（稱為「海歸派」），由

於嫻熟經濟、科技等專業技能，也諳習西方制度、通曉外語，易在中國大陸與全球

接軌的過程中嶄露頭角。不過在中共的政治體制，甄補這類具海外留學經驗的科技

官僚，呈現「重用又防範」特色，晉升路徑多限於經貿、科技、文教領域。在黨務

組織、意識形態與宣傳、政法、軍方與國家安全等部門，晉用機會較低（寇健文，

2007）。最後，前述的部門，文科背景的法政、管理與人文學科出身的官員，晉用

機會就較得到保障。

從歷史縱深的角度，1990年代後，鄧小平等政治元老後的中共領導層，許多

都有科技官僚的背景，在學歷與「專業憑證」呈現一致的特色。現今媒體稱呼的中

國大陸第四代領導集體，大多是工程師出身，專業背景也和理工相關。譬如前中共

總書記胡錦濤，大學就讀於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畢業後分發為，甘肅水電部劉家

峽工程局的技術員。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責就讀於北京地質學院（現中國地質大

學），畢業後也分發到甘肅省地質局地質力學隊擔任技術員。在早一代的第三代領

導人，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畢業於中共建國前的交通大學（滬校）（今上海交通大

學）主修機電，畢業在工廠擔任電力供應工程師。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則自蘇聯莫

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畢業，回國後就擔任當時中國大陸最大的水電廠豐滿發電

廠見習廠長。相反地，類似趨勢在中共十大大後為之一變，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代

中共領導人，在學科與專業背景上，組成更多元，大學本科是法政、人文與財經專

業背景的比例顯著升高，說明習近平時代的黨政領導組成更靈活，政權更重視如何

分配整體社會財富（分蛋糕）的問題，就比較喜好這類學歷與專業的官員。

以下，本章將分成五個部分。除前言外，第二節介紹學界有關對中共黨政領

導的菁英甄補的理論解釋。第三節則介紹中共黨政領導組成與甄補的歷史。在第四

節，作者會說明科技背景的官僚，長期在中共菁英晉升組成的上升趨勢，但在晚近

中共幹部的專業組成已日趨多元，法政、財經專業背景的官僚比例也開始上升。在

第五節，我們以習近平執政時期的「十八大」、「十九大」的中共中央委員（及政

治局委員）的「大學學歷」、「專業學科」等專業條件的集體特徵為例，說明這種

轉向。結論除了摘述作者的發現，也闡述本研究背後的理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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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共菁英甄補的理論解釋

在本節，我們討論「世代政治」、「紅專論辯」與「技術專家治國」三種有關

中共政治菁英甄補的理論觀點，我們認為這三種觀點在解釋中共的高層晉升都具一

定解釋力。不過，「技術專家治國」的論點，可能是1980年代後，中共高層晉升的

主流。但在晚近，這類說法可能需要修正。質言之，維持幹部組成的專業多元性，

是中共高層在挑選下一個世代接班人選的優先考量，中共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對專

業官僚的界定其實也更不同，人才事實是更多元的。

一、世代政治

就此，「世代政治」是早期中國大陸研究學者解釋中共領導階層，高層權力

消長的一個重要理論解釋。根據學者李成（Cheng Li, 2001: 7）觀察，中共的領導

菁英階層有極速老化的特性，會呈現自然產生的「世代交替」現象。在1970年代至

1990年代初期，「世代政治」曾被用來廣泛分析中共的菁英政治。此外，在媒體觀

察的視角，歷次中共高層的接班問題（如：鄧小平過世後的高層佈局、胡錦濤接班

江澤民、習近平接班胡錦濤等）等，也經常以「世代差異」解釋歷次高層的拔擢與

衝突。研究「世代政治」學者的觀點，強調的理論基礎是「共同經驗」，各個世代

經歷的歷史事件不同，造就了世代差異，而同一世代有共享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傾

向，不同世代間也就有衝突的可能性。譬如經歷過文革時代的領導人較不受傳統

的意識形態影響，同時也較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Li, 2001: 180-194; 205-206）。

或者是建國後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代表的「革命世代」，就與毛澤東拔擢的文革

新貴如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文革世代」，在理念與政策上，有嚴重的政治衝突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7）。早期的中國大陸研究學者，如白魯洵（Lu-

cian Pye）就認為，這些不同的世代差異，影響了中共高層政治的權力變遷（Pye, 

1976: 5-6）。

中共在1980年代，也有嚴重的「老人政治」問題，大批革命元老在幹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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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謝中，基於維護自身權力，左右並限縮當時年輕一代領導人的決策過程（寇健

文，2005：119-130）。這場權力衝突，最終以鄧小平、陳雲為首的元老，彌平原

有的年輕接班梯隊收場。「老人政治」的問題，直至1990年代中期元老凋零，才

逐漸消失。但這也說明，討論1990年代中期後的中共菁英甄補，「世代政治」觀點

有很大的限制。一是，菁英晉升的「個人條件」，諸如個人的身家、教育、專業

背景等，在幹部選拔過程日趨重要。二是，我們不能忽略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

整個菁英甄補制度環境的改變（如離退年齡的限制、任期限制等）。我們能否將

這種硬性「制度限制」造成的世代差異，就推論當前的領導世代梯隊有同樣過去的

「世代政治」現象，或者世代衝突問題，才是幹部晉升的「關鍵」因素，都是有所

疑義的。

二、紅專論辯

就此，「紅專論辯」在中共建國的歷史，有其特殊意義。在中共建政初期，

「紅專論辯」在黨內討論幹部的晉升問題上，曾有多次的爭論。具體來說，這一系

列爭論包括了：黨內幹部晉升的專業與政治成分考核的比重分配、或是高校與專業

人士黨員的吸收與甄補上、甚至是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的政治成分問題等。

而所謂的「紅」，指的是「政治思想階級立場」等幹部的個人特徵；所謂的

「專」，指的「大學學歷、專業知識、技術能力」等幹部的個人特徵。「紅與專」

的先後順序、如何取捨，就成為爭論議題。在這場辯論中，「先專後紅」、「多專

少紅」、「紅專分工」等主張都曾被黨內提出，其中「先專後紅」的論點曾在早期

取得部分優勢（李慶剛，2014）。不過，由於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政治環境丕變，在

中共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先專後紅」的論點遭受到嚴重的批判（瞿葆奎，1992：

126-127）。毛澤東在1958年1月提出「又紅又專」的論調，強調「政治與業務兩個

對立物的統一」（毛澤東，1999：351）。不過，值得探討的是，長期而論在中共

政治實際的組織邏輯中，「紅」與「專」兩者究竟如何影響政治菁英的仕途發展？

對於以上問題，中國大陸研究學者Bobai Li以及Andrew G. Walder（2001: 1371-

1408）就認為，即使在1980年代中共強調經濟現代化的前提下，黨員身份所具有

的政治以及文化資本，在幹部甄補的系統中仍可為其晉升起到重要作用。黃信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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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也持相同的觀點，他使用1978年至2008年中共正部級（含以上）職務的幹

部資料，探討中共高層官員的組成特徵與其演變趨勢。他發現政治性條件仍是高層

菁英晉升的主要條件，並且黨職菁英在擔任正部級職務的任期上也普遍高於政府菁

英。孫明（2011）則比較改革開放前後，從中共黨幹部與技術菁英子女在黨內晉升

的角度切入，發現儘管技術菁英的子女因為具有教育繼承，在改革開放後有較好的

仕途，但是中共中高層幹部給予其子女的政治繼承卻未因而減少。

這些研究部分或許顯示了，在菁英的甄補體系中，就算「專」在1980後成為晉

升的重要依據，但「紅」的影響明顯仍還要再高於「專」。不過，從歷史縱深的角

度思考，大至在1958年後，中共在正部級（含以上）職務上，在黨務、政務統上，

要晉升一個非共產黨的官僚，機率微乎其微。同樣的，在黨國政治教育早已深入

中國大陸高教體系的今日，要在國家科技部門找到一個和黨沒有任何關係的科技官

僚，機率也極低。具體而言，中共的菁英甄補，在黨務等要害部門，會對特定身分

（如海歸派）進行政治審查，但在黨內的中央委員（含以上）層級，所謂的「重紅

且重專」，「重紅」這個變數已經沒有變異性。質言之，當菁英進入一定層級的領

導階層後，要比較誰因為「更紅」而得到晉升，顯得次要。

三、技術專家治國

不可否認的是，中共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科技官僚被黨所任用，並且位居

要職，若只從「紅」的角度是難以解釋這樣的狀況。而美國學者Cheng Li跟Lynn 

White的觀點或能對此進行解釋。他們認為在具有嚴重經濟以及社會問題的國家

中，具有專才的科技官僚們，能走出一條有別於仰賴政治的晉升管道，並且透過研

究以及實際的工作經驗，同樣能使其具有統治的正當性（1988：388-389），亦即

「技術專家治國」途徑。學者安舟（Joel Andreas）也抱持著相似的觀點，他從清

華大學畢業生的仕途晉升角度切入，發現中共的科技菁英在改革開放後，透過基

層歷練逐漸走向權力中心，與政治菁英融合成一個新的階級，同時也開啟中共專

家治國的新時代。安舟將這視之為「紅色工程師的勝利」（何大明、董一格譯，

2017）。中國大陸學者徐湘淋（2001：67-70）也發現，在1980年代的政治領導人

基於現實政治考量，通過高度自主的政策過程，在短期內完成了大規模的菁英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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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並且在1990年代進入各級黨和政府的權力中心。易言之，在中共改革開放之

後，「經濟發展」作為其「以黨領政」的工具性目的之下，為求不危害中共「以黨

領政」的基礎，融合了「發展」以及「專政」兩項目標，使其菁英的流動過程形成

所謂的「有限活化」（limited renewal）。不過，在晚近中共在甄補官僚日趨「多

元性」，在專業憑證更為豐富，不再如傳統認知的「工程師」官員獨占一方。這說

明有關科技官僚的類似解釋，需要更多的修正。我們於第四節探討。

參、中共黨政領導組成與甄補的歷史

在本節，我們主要回顧中共政治領導組成與菁英甄補的發展史。我們認為隨著

經濟發展的需求，中共對於幹部專業性的標準逐漸提升，這長期反映在革命世代領

導人的退場，1980年代中期後中共黨政領導呈現學歷全面提升的趨勢。此外，黨政

領導在1990年後，中共大量晉升理工、工程等科學專業的科技官僚進入共產黨的幹

部，進入晉升系統。

一、1980年前

中共在1980年以前，中共的政治菁英的甄補制度並未發展出一套系統性的規

則；在這段時間中，中共的領導人時常在未經黨或國家的合法程序下，就在政治鬥

爭中垮臺並喪失權力（寇健文，2005：73），顯示其政治菁英繼承的要素著重於領

導間權力的博弈。特別是在毛澤東時期以及文革結束前後，由於中共黨內各派系間

的權力競逐，致使中共領導的繼承有多次更迭，更顯示其政治接班制度的不成熟，

並且繫於政治鬥爭的成敗之中。舉例來說，毛澤東曾經先後指定劉少奇以及林彪為

其接班人，但兩者終因與毛澤東間的矛盾，在政治鬥爭中黯然失勢。

整體觀察1980年之前中共的權力交接，「政治鬥爭」特徵極為明顯，領導交班

的轉換往往涉及到政治博弈的成敗，也意味著其政治菁英甄補的系統操之於領導的

權力所需，非有系統的培育，這也導致在1970年代後期，中共的幹部系統的弊端逐

漸浮現。文革中提拔的年輕幹部，在鄧華兩人的鬥爭過程，迅速遭到汰換，取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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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則是原有的老幹部，然而幹部老化以及專業能力的不足等問題，也迫使鄧小平在

1980年代後建立有系統性的幹部接班制度。

二、1980年以後

1980年8月，鄧小平為中共幹部與領導的接班制度改革開出第一槍。鄧小平在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明確提出「幹部四

化」的新方針，強調以「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作為標準，以制度

化黨內幹部的提拔管道（鄧小平，1994：326）。在1982年的十二大中，「幹部四

化」正式成為中共幹部選拔的主要依據。同時，鄧小平也將幹部依年齡結構分層，

由老幹部暫時擔任高層機構的一把手，並且從在基層單位工作的中青年一把手裡，

挑選適合的人選向上接班，而這種依年齡結構分層接班的制度，便是所謂的「梯隊

接班」。1981年7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更直接指明，老幹部的主要任務就

是提拔中青年幹部陸續接班（鄧小平，1981）。1982年2月，中共中央更進一步針

對老幹部的退休年齡做出限制，明確指出正、副省部級幹部的年齡不得超過65歲與

60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7：414），而這也成為當今中共省部級幹部退休

年齡的鋼性規範。

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共「第三梯隊」接班幹部的培養也應運而生。1983年6月，

胡耀邦在第六屆人大政協會議中指出，要培養55歲以下以及40歲以下的年輕幹部，並

將其視為領導階班的「第三梯隊」。並且，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同年中央工作會議

中，通過了建立「第三梯隊」的決策（崔武年，2018）。1983年9月，中共中央又再

進一步提出「幹部四化」的三階段規劃，預計在1985基本實現新老幹部交替制度的

正常化，並於1990年確實落實各級單位領導的「幹部四化」（曹志主編，1985）。

這種由上而下針對幹部接班的改革，使得「幹部四化」的路線在1980年代中

期很快的就獲得成果。首先，政府部門方面，根據統計1983年底的統計，與1982年

相比，中共國務院的領導幹部不僅有年齡下降的趨勢，具有大專程度學歷的比例也

由所提升（曹志主編，1985：220-221）。在1985年國務院部委的人事更替中，也

有相類似的趨勢。這顯示年輕的專業官僚在「幹部四化」後逐漸抬頭，得以進入中

共的政務體系。另外，在黨政職務方面，與1982年相比，1985年中共的省委正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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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常委以及正副省長的平均年齡大幅下降；並且其中50歲以下領導幹部的比例皆

大幅上升（寇健文，2005：116-117）。1985年中共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更有

大批的老幹部被「第三梯隊」所汰換（Miller，2004），中央委員的整體平均年齡

的大幅下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此次會議使得中央委員符合中共中央年輕化

與知識化的期待，但是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齡卻未明顯下修，顯示中共最高層領導

的汰換速度仍過慢的問題（寇健文，2005：118-119）。

然而，就在1980年代後期，中共老人政治的問題很快地就浮出檯面，領導高層

間的鬥爭導致中共幹部甄補的制度化進程又再受到影響。由於幹部接班制度的改革

嚴重削弱了老幹部們的權力，引發保守派對其反撲。在十三大人事安排的規劃中，

胡耀邦原先預計要針對中央委員以及政治局委員的年齡劃線，強迫其退休，但是這

樣的安排，嚴重引發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元老們的不滿（韓文甫，1993：714）。

六四事件的爆發，則使元老干政的對制度化的傷害打擊更為嚴重。六四事件

中同情學生的趙紫陽，在鄧小平以及陳雲等元老的默許下，遭到軟禁，無疑是對制

度化改革又下一記重拳。值得注意的是，在決定趙紫陽被罷黜的過程中，包括鄧小

平、陳雲等扮演關鍵角色的元老，曾數次聚會討論如何處置六四事件，以及趙紫陽

去留的問題（鄧小平，1994：302）。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江澤民的接班過程，這

也意味著1980年前期的制度改革遭受重大挫敗。直至1990年代之後，中共政治菁英

甄補才開始走向有系統的制度化。

三、1990年代後的政策

1990年代前期，由於六四事件後保守派聲勢大漲，掌握組織與宣傳的權力，導

致改革派的路線遭受很大的挫折，但這樣的狀況很快地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後又產

生變化。在南巡中，鄧小平不僅在路線上發表重要講話反駁保守派的觀點，更再一

次地強調要按照「幹部四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入領導班子（鄧小平，

1993：380），不僅迫使解放軍喊出「保駕護航」，也讓江澤民決定選擇選邊站。

這皆造成保守派極大的壓力，最終被迫交出十四大籌辦工作的主導權，使改革派中

劣勢中翻轉。但是此次改革派的勝利，也讓鄧小平付出了犧牲制度規範的代價，致

使制度化的發展仍受限於「老人政治」（寇健文，2005：136-139），這種狀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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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延續到1990中期才有所緩解。

1990年代中期，中共的革命元老開始凋零，江澤民逐漸擺脫「老人政治」的

限制。在1994年9月的四中全會中，中共中央通過了有關第三代領導交接的相關決

定，正式確立江澤民領導的權威（中共中央委員會，1994），同時第三代領導也擺

脫元老的牽制而順利交班。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通過的決定中，針對中央

與地方的各級單位領導的配額上，皆規定要有一定數量年齡符合接班梯隊的幹部。

在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中，更進一步對政治局委員以及軍委劃出「70歲離退」的先

例。這顯示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幹部接班的制度化進程又有所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掌政之後，中共政治菁英在政務系統以及地方系統的

甄補中有了重大的轉向。中共中央開始積極提拔地方黨政幹部進中央任職，並且下

放中央幹部至地方歷練，以強化中央與地方關係。在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中，中共

中央更開始著手於調配中央與地方的實力均衡，使各省市均至少有兩名官員能進入

中央委員會，而2002年的十六大也基本延續此一體制，致使地方勢力至此獲得增長

（王嘉州，2004，157-185）。在十六大後中央委員層級的數量上，便能觀察到這

一現象。地方系統官員擔任中央委員（含候補）的比例有上升的趨勢，而被取代的

則是政務系統的官員（郭瑞華，2003：9-24）。這意味著中共政治菁英的選拔標準

開始重視地方歷練的經歷，也代表著沒經歷過地方歷練的政府部門的官員愈來愈難

進入中央的領導階層。

整體觀察1990年代後，中共政治菁英的個人背景與晉升趨勢，可觀察到這類地方

官員，其實仍多數具有國務院部門的專業「憑證」條件，但在仕途中期下放地方後，

會取得較好的晉升。反之，在國務院部委任職過長的官員，晉升難度就會提高。這大

致說明1990年代中共菁英在革命元老退場的晉升圖像，學歷與專業取向是1990年代

官員晉升的基本條件，地方歷練與政績表現則較易取得高位，但並非前者不重要。

另一方面，再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中共十六大胡錦濤成為最高領導人，

由於其與「共青團」的淵源，大量「團派」人馬被提拔至黨務與政務系統之中。值

得觀察的是，這類「團派」人馬與1980年代時期的「幹部四化」路線提拔的幹部，

從學歷、專業憑證等個人特徵觀察，最大差異在於更多法政、人文教育背景的幹

部受到提拔，部分觀察則解釋這類幹部多數缺乏經貿、管理、科技等與經濟發展有

關的工作經驗，職務性質絕大多數與黨務系統的組織、宣傳、統戰和政法等部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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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寇健文，2001：1-26）。此外，部分觀察則提到中共財經高官政治流動比例，

開始上升的趨勢。雖然中共財經高官的工作內部經歷，目前仍限於宏觀經濟調控部

門，以「系統內部流動」為主，但隨著專業經濟部門、宏觀經濟部門與國有企業的

相互流動提升，這類財經官員隨著政治籌碼的提升，具有黨職比例與過去相比更為

提高（寇健文，陳方隅，2009）。這兩者經驗顯示，中共菁英在官員任用上有基於

「專業憑證」，呈現職務「分化」的趨勢，在晉升路徑上也呈現不同的軌跡。

肆、科技官僚的崛起與轉向

一、1980年代後：科技官僚的崛起

從第二節的理論解釋，1990年代後中共的政治菁英的組成轉變，科技官僚（尤

其是科技菁英）的崛起，是顯著的特色。部分觀點則認為這些官僚的角色，類似東

亞國家的早期發展經驗，實際主導了國家現代化進程（吳玉山，2007）。但在中共

的定義中，究竟何謂「科技菁英」？這類「科技菁英」又從何時成為菁英甄補的

對象？首先，所謂的「科技菁英」是指受過著名工科大學（如中國清華大學）本科

培育的科技人才，學科專業則散佈於工程、自然以及科技等領域。1980年代在推動

「幹部四化」原則下，這批具技術專才的年輕學生，有系統地被組織系統提拔進入

了「接班梯隊」，填補基層建設的人力缺口（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這項政

策的結果有二：一是這類科技菁英由於有基層幹部的歷練，在未來的晉升有更多政

治資本（新浪網，2014）。二是從下放科技菁英的大學本科（或稱「專業憑證」）

觀察，多數與工業管理、土木、發電相關，但若是航太、核電、化工、計算機等國

防、高科技相關的工科學生，國家部門不會輕易下放。這類留在國家部門的幹部在

仕途後期，就限於國家專業科技部門的晉升途徑，難以突破。

學者安舟（Joel Andreas）因此認為，若是沒有基層歷練，這類科技菁英的仕

途不會走得這麼長（何大明、董一格譯，2017）。他更以中共高官畢業於清華大

學的比例為例指出，1980年後大量省部級以上幹部、中央委員，畢業於清華，是清

華校方重視基層政治學習的結果。整體觀察，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省部級官員出

身於清華大學的比例佔到了40%以上。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後。第十四屆至十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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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常委，32人中有29人為理工科，更有11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多維新聞，

2017），中國大陸是「工程師治國」、「清華幫」治國的說法，其來有自。不過，

這種仕途晉升模式，也是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在當時，這類在基層的科技菁英，

與一般基層幹部相比有顯著的學歷優勢，因此易被拔擢。當1990年代後，基層官僚

學歷普遍提升後，趨勢就為之一變。

二、另一種「專業官僚」的崛起：學科多元性

在當前，中共官僚的學科背景在專業已經更複雜，也更具多元性，也使我們

不能使用類似過去「科技官僚」這類的代稱，而毋寧說是另一種官僚背景的「專業

化」。1990年代後，由於社會、經濟各種衝突的增加，中共執政高層更需要能處

理「維穩」問題的幹部。人文學科、經濟管理、與法政專業學科背景的幹部，晉升

受到重視，與過去科技背景的幹部相比，這類幹部在基層也較能處理民生與經濟性

議題。根據統計，在1993年，前述三類專業背境的幹部，在正部級（含以上）的官

員，僅佔全體的15.4%。但在1998年，則提升至26.7%，至2008年已達到52.4%（黃

信豪，2010：14）。此外，在2000年後的中共菁英高層，具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中央

委員也開始增多。在第17屆中央委員中，約有六成大學擁有文科教育背景、或在

研究所以上學歷取得專業學位。在9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則出現了2位法政、經濟博

士，即日後的中工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整體而論，當前中共

的政治菁英大多數仍具專業學科的背景，但在組成上，更為多元。

伍、十八、十九大黨政菁英在專業憑證的演變趨勢

在本節，我們進一步分析中共十八、十九大黨政菁英，在「學歷」與「專長學

科」1的演變趨勢。整體如前述討論預期，政治菁英在組成上更為多元。此外，中

共仍重視官僚專業背景的晉升條件，但在本科呈現持續「分化」趨勢。以下，茲分

別討論中央委員、及政治局級別委員以上的情形。

1 「專長學科」主要登記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者的主修科目，並以大學學歷為歸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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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委員級別

在中央委員級別，首先從學歷觀察，「十八大」中央委員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

歷，約佔整體的95.7％，在「十九大」，這項數值則為98.1%。說明大學本科以上

學歷幾乎已成為晉升中央委員的硬性規定，說明中共黨政領導菁英出現明顯的學歷

專業化轉型的趨勢。再來，在「專長學科」部分，有許多部份值得探討。

參照表一，我們先將一般定義的人文背景幹部，細分為：「經濟、貿易與

管理」、「社會科學與法律」、「人文學科」三類專長。而在理工背景，則細分

為：「自然科學」與「技術工程」兩類專長。比較「十八大」與「十九大」中央

委員「專業憑證」的趨勢演變，第一，人文學科專業背景的中央委員，在「十八

大」時占整體比例最高（28.57%），但「十九大」略為下降（21.57%）。第二，社

會科學與法律專業背景的中央委員，有顯著上升趨勢（十八大：18.30%，十九大：

24.02%），這可能說明社會科學與法律的專業需求日益上升。最後，與「十八大」相

較，技術工程背景的中央委員在「十九大」呈現上升趨勢（24.51%），且占整體比例

最高，但與社會科學與法律專業的比例相比，差距不大。最後，則是「十九大」軍職

中央委員的晉升條件上，專業性可能不是首要考量，在本屆未具大學本科以上學歷

者的中央委員中，有相當比例是軍職將領。

進一步從「十九大」中央委員的「專長學科」條件觀察，在組成確實更為多

元，且更重視法政科系背景。值得注意是，「十九大」技術工程背景的中央委員有

顯著提升，但這類官員在晉升標準可能更為嚴苛。就此，在第「十八大」中央委員

中，有3位具兩院院士身分（中國科學院院士或中國工程院院士），但在第「十九

大」，兩院院士數量卻達到25位，這部分說明，具技術工程背景的幹部，有著類似

「高風險、高報酬」的晉升仕途。沒有國家科研的重大成果，不易成為權力核心。

這也顯示，科技菁英在國家科技部門的晉升路徑，確實更為狹窄。

此外，還有幾點有趣的趨勢，一是「十八大」時，中央委員人民大學校友最

多，205中央委員有18名人大校友，包括前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前國務院副總理劉

延東、國務院總理劉鶴（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務委員兼秘書長

肖捷（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等，排名第二與第三的北大與清華，各占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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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8位。由於人大、北大以文科院系漸長，這三校校友的分佈，說明了菁英甄補趨

勢的改變。在「十九大」，這項數據人數比例的前三名，則變為：中央黨校（20

位）、北京大學（14位），清華大學（12人），中央委員自中央黨校畢業的拔升，

顯示法政學科背景的專業優勢應有加強。二是，雖有觀察認為在習近平主政後，

「清華幫」有再度崛起趨勢，但可能與科技官僚抬頭無關。譬如歷中共已有三位清

華校黨委書記在「十八大」後重用，包括陝西省委書記胡和平、北京市市長陳吉

寧、中央組織部長陳希等，這三人雖然都具理工科專業背景，但都是長期校黨務系

統歷練，這顯示後者的政治歷練，應比專業憑證更為重要。

表2-1　中共十八、十九屆黨政菁英專業憑證的分佈趨勢（中央委員以上級別）

專長學科

屆次 自然科學 技術工程
經濟、貿

易與管理

社會科學

與法律
人文學科 其他 無

18大 5.80% 18.75% 11.16% 18.30% 28.57% 11.61%   5.80%
19大 6.37% 24.51%   5.88% 24.02% 21.57%   6.37% 11.27%

說　　明： 「自然科學」包括醫學、物理、化學（工）、氣象、數學、生物、人口科學等學科；「技
術工程」包括機電、機械、土木工程、電信工程、造船、航空（海）、汽車、鐵道運輸、

水利工程、工業工程、自動控制等科系；「經濟、貿易與管理」包括企業管理、經濟、會

計、金融等相關科系；「社會科學與法律」包括政治、法律、社會、社會主義、政治經濟

學等科系；「人文學科」包括新聞、中文、文學、外語、歷史、黨史、哲學等學科；「其

他」包括運動、神學、紡織、軍事、公安、農林業等學科。「無」類別是未具大學本科以

上學歷者，這項類別包括：學歷為中等程度（以下）、大學專科與未就讀軍事學院以上的

軍職中央委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政治局委員級別

在表二，我們臚列政治局委員級別，在「十八大」、「十九大」專業憑證的

分佈趨勢。首先，在政治局委員級別，兩屆委員都具有大學以上學歷，顯示大學學

歷已是晉升政治局的硬性條件。此外，政治局委員的高學歷也是普遍現象，在「十

八大」時，政治局委員有5位擁有博士學位，擁有碩士以上學歷者超過半數。「十

九大」時，政治局委員有7位擁有博士學位，有14位擁有碩士學位。二是「人文學

科」在兩屆比例皆為最高（十八大：32％，十九大：36%）。「社會科學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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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次之（十八大：16％，十九大：24%），可以發現人文背景的幹部，在晉升政治

局上優勢明顯。最後，則是「技術工程」類官員呈現下降趨勢，在「十九大」只有

8%的政治局委員大學本科是「技術工程」背景。

進一步而論，在中共的政治體制，這25位的政治局委員，時常被視為國家權

力的核心。在這類高層的晉升中，有人文背景的專業憑證，會為菁英提供競爭優

勢。若將範圍限縮到更核心的7位政治局常委，「十九大」的常委中，7位有6位大

學本科是人文背景，僅習近平例外（大學本科化工系，但有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理

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法學博士學位）。如：北大經濟博士的李克強（大學法律本

科）、復旦國際政治系碩士的王滬寧（大學外語本科）、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

世界經濟專業經濟學碩士的韓正（大學政治教育本科）、哈爾濱工業大學高級工商

管理碩士的趙樂際（大學政治教育本科）等。在「十七大」，有相同的趨勢，扣除

習近平、俞正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專業）後，其餘5位常委大學本科是人

文背景。2。值得注視是，常委的高學歷在「十九大」後也成為普遍現象，除習近

平和李克強擁有博士學位外，五位中有四位碩士，一位「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

這顯示高學歷與人文背景的專業憑證，在常委的政治晉升，愈形重要。

質言之，具高學歷與人文專業的菁英，在晉升政治局級別以上的黨政領導層，

更具競爭優勢，更易爬到權力核心，這顯示中共當前的黨政領導，在學歷專業的集

體基本特徵，和過去有極大差異。這具體反映了，中共在不同執政期，幹部甄選偏

好的差異。

表2-2　中共十八、十九屆黨政菁英專業憑證的分佈趨勢（政治局委員以上級別）

專長學科

屆次 自然科學 技術工程
經濟、貿

易與管理

社會科學

與法律
人文學科 其他 無

18大 16% 12% 8% 16% 32% 16% 0
19大 16% 8% 4% 24% 36% 12% 0

說　　明：專長學科具體分類方式見表一說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 扣除習李外，其餘常委的學歷與專業分別是：王岐山（大學學歷，本科歷史系，具高級經濟師身
分）、張德江（大學學歷，本科朝文系）、俞正聲（大學學歷，本科導彈專業）、劉雲山（大學

學歷，中央黨校本科專業）、張高麗（大學學歷，本科經濟系）



074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陸、無可忽視的「派系」因素：習家軍的突起

綜上觀之，相較於過去，在習近平主政時期，有關中共高層官員的人事布局

方面，在專業憑證取向上，人文學科比例確實有著明顯的提升。然而，值得觀察的

是，向來當我們在觀察中共菁英政治時，除了專業性指標的考慮外，仍應思考派系

因素，對官員升遷與否所產生的影響。

過去，在胡錦濤時代，由於「共青團」的出身背景與淵源，致使諸多被視為

「團派」人馬受提拔至黨、政務系統。如今，在中共「十九大」後，即便有部分觀

察曾指出，中國大陸的內部情勢並非外界想像中穩定，因為習近平的一系列集權舉

措，早引起部分黨內高層不滿。不過，在「十九大」的會議過程中可顯示，習近平

權威在黨內已無可撼動，「習家軍」更成功攻佔灘頭堡，將觸角延伸至黨內高層政

治，從中大量取得權力位子。

一、政治局常委中的派系分布

在「十九大」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中，扣除習近平自身的六名委員，至少有三

名委員被外界歸類為習家軍成員，包含栗戰書、趙樂際與王滬寧三人。首先，在栗

戰書的部分，其出身河北，家庭三代皆為革命老黨員。外界普遍認為，他與習近

平的淵源，可追溯至1983年，習至河北石家莊正定縣任職縣委書記時，栗戰書在隔

壁的無極縣任職縣委書記，兩人相識至今近已30年，而且關係匪淺（多維新聞，

2015）。此外，兩人的成長歷程極為相似，除了「紅色家庭」背景之外，栗戰書也

在60年代作為知青下鄉，70年代才以「工農兵學生」身份回城讀書。栗的仕途發跡

於陜西，在陝西躍昇省部級幹部。由於習本人曾在延安下放7年，父親習仲勛更長

期主政西北，對陝西地緣、官場頗有了解，這種「黃土經驗」的淵源，使其最終獲

得習近平的提拔（Cheng Li, 2014）。

其次，在趙樂際的部分，同樣具有「紅色家庭」背景，其父親曾是西北野戰軍

的隨軍記者，離休前是青海日報的總編輯（寇健文、蔡文軒，2012：236）。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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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成為下鄉知青，在青海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插隊勞動。僅一年之後，他就

返回城市，在青海省商業廳辦公室當收發兼通訊員。作為最後一屆「工農兵學生」

學生，他於1977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又回到青海省商業廳工作。就此，

有觀察認為，他能下鄉一年就返回都市，受惠於父親餘蔭，更有傳聞指出，趙父與

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有私交，才使他的仕途往後一帆風順。

至於，王滬寧的部分，從政前長期於復旦大學擔任教職，後受江澤民的提拔下

進入中南海。雖然過去的身分背景與習近平並無太大的關聯，然而憑藉其長期占據

黨內頭號智庫的地位，深受習近平信任。據傳「習近平思想」的草擬即出自王滬寧

之手，其將習思想定調為「原創性、時代性的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更強調

宣傳系統要「深化對外宣傳，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

增進國際社會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認識和理解」。就客觀局勢

而言，習近平對王滬寧的重用意在為習個人式的集權統治，提供法理與行動基礎，

強化習的執政根基。

綜觀當前「十九大」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格局，習家軍占據人數上的絕對優勢，

含習近平在內共計四人。過去，在胡錦濤時期備受提拔的「團派」則僅存李克強與

汪洋二者，至於江派更只剩韓正一根獨苗。從派系的角度觀察，中共高層的權力部

署，容易受到黨政一把手的出身背景與養成系統的影響。習家軍更受惠於此，在中

共黨內勢力中，不斷的向上攀升，擴大影響範圍。由此可見，除了專業性因素外，

派系勢力同樣成為中共人才甄補的重要關鍵。

二、政治局委員與習近平的關係

若我們將樣本擴大至政治局委員，事實上更能顯示在習近平掌權後，大力的提

拔具有相同「紅色家庭」背景者，或過去曾經共事的幹部同僚。首先，在中央直屬

的黨務系統中（中央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等），這類部會的二把手原由習近平

嫡系擔任，在「十九大」後皆（黃坤明、陳希、丁薛祥）扶正入局。其次，在政務

系統中，過去與習近平同窗的財經智囊劉鶴，目前則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

與科技發展事務。在紀檢系統方面，楊曉渡作為王歧山的頭號愛將，同樣與習近平

有所淵源，在習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於其下工作，目前已出任國家監察委主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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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解放軍部分，張又俠與許其亮同時晉升中央軍委副主席，顯示習近平已全面

掌握軍權。外界傳聞，張與習自小作為「紅二代」早已相識，其父張宗遜與習近平

父親習仲勛為陜西同鄉，張習兩家更為故舊世交；許則是協助習進行軍隊改革，頗

受習近平信任與重用。

此外，在地方一級，含五大省市的一把手中，除習近平嫡系的蔡奇、陳敏爾

分別留任北京、重慶外，新任廣東省委書記李希、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皆與習有深

厚淵源。李希2007年任延安市委書記時，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有過長期交

流，習前往延安，李希皆仔細接待。而外傳他早期在甘肅任職期間，曾任習仲勛舊

部甘肅省委書記李子奇秘書。「十八大」後，李希自上海市委副書記一職北上調任

遼寧省省長，並於2015接任調職的一把手王珉職務（王珉隨後遭到調查），在遼寧

省委書記任職期間，李希對官場生態大力整治，並使經濟增長由負轉正，這使他累

積足夠的政治資本接任大省一把手。李強則在習浙江省委書記時期，提拔為省委秘

書長，爾後則晉升為浙江省省長，並在2016年6月接任違紀的羅志軍擔任江蘇省委

書記，由於他長期於東岸省份任職，這或有利其職掌上海。基本上，「十九大」後

的這幾位地方一把手，與習近平都有深厚的連結。

綜上觀察，「十九大」後政治局委員的人事調動情況，大致顯示習近平的人馬

大有斬獲。總體而言，扣除政治局常委後的18名政治局委員，有高達13位委員與習

近平有密切關聯。從組織與人事的角度而言，習近平的執政威信已獲得空前鞏固，

如表一所示：

表2-3　「十九大」政治局委員職務與習近平關係

姓名 系統 派系 現任職務 與習近平關係

丁薛祥 黨務 習派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 上海市委書記時期貼身「大秘」

劉鶴 黨務

財經

習派 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副總理

國家科技領導小組副組長

北京101中學（「紅二代」高幹子弟學校）
同班同學

陳希 黨務 習派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黨校校長

中央組織部部長

清華化工系同學，習為其入黨介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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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統 派系 現任職務 與習近平關係

黃坤明 黨務

宣傳

習派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宣傳部部長

「之將新軍」嫡系，曾任浙江省宣傳部長

楊曉渡 紀檢 習派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紀委副書記

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

「之將新軍」嫡系，曾任上海市委常委、統

戰部部長。

郭聲琨 政法

武警

江派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政法委書記

國務委員

陳敏爾 地方

宣傳

習派 重慶市委書記 「之將新軍」嫡系，曾任浙江省宣傳部長

蔡奇 地方

國安

習派 北京市委書記 曾與習在福建、浙江長期共事，共18年

李希 地方 習派 廣東省委書記 據傳曾任習仲勛舊部李子奇秘書

李強 地方

政法

習派 上海市委書記 浙江省委書記時期貼身「大秘」

李鴻忠 地方 習派 天津市委書記 最先提出「習核心」的地方大員之一

陳全國 地方 團派 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

王晨 人大

宣傳

習派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曾任職延安地委辦公室，據傳「力薦」習返

京進入清華，力爭其是「可以教育好的子

女」

孫春蘭 統戰 團派 國務院副總理

胡春華 地方 團派 國務院副總理

楊潔篪 外事

國安

江派 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國務委員

許其亮 軍方 習派 中央軍委副主席

中央軍委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

小組副組長

協助習進行軍改、紀檢巡視工作，頗得上意

張又俠 軍方 習派 中央軍委副主席 其父開國上將張宗遜，與習父習仲勛為「一

野」同袍，據傳為習最信任將領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柒、結論

在本章，我們討論中共政治菁英甄補的轉向過程。具體而言，基於政權發展策

略的轉向，中共高層已認知到如何分配整體社會財富（分蛋糕）的問題日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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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強調經濟建設崛起的「科技菁英」的黨政領導層，由於近年來日趨重要的

財富不均、社會階層的分化問題，地位已不再被「獨尊」。具體而論，對當前的中

共菁英來說，能否將相形落後的政治制度，與改變中的世界愈來愈和諧，已是其最

核心的挑戰，新時代的政治菁英也開始廣納各學科專長的菁英進入領導體制，調整

官僚的組成類型。科技官僚專政的情形，在習近平主政後，發生了改變。以中央領

導人為例，科技官僚與人文科學出身的幹部，數量似乎有平駕其趨的現象。

就此而言，中共幹部的「學歷」、「專業學科」等專業憑證，在菁英甄補過

程極其重要。2000年後的法政、財經專業背景等多型態專業官僚的比例上升，則說

明中共的黨政領導組成，正出現變化。我們以中共「十八大」、「十九大」的中

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的大學學歷、專業學歷等指標的集體特徵，證成以上觀

察。從這種角度思考，中共政權或能藉由這種菁英組成的調適模式，因應未來日益

艱困的治理難題。

從菁英政治的研究來說，「十八大」之後的這個現象，象徵著共黨國家在進

行威權鞏固的階段，必須調整菁英組成的專業性，將科技官僚專政的模式，改變到

科技菁英與人文專業的幹部共治的型態。之後，可以思考的問題與研究，是從比較

共黨的研究來檢視，是否只有中共政權走向科技菁英與人文專業幹部共治的階段。

科技官僚專政的模式，發生在多數已經消亡的共黨政權國家，但中共身為共黨國家

的「異例」。其政權似乎有意藉由調整政治菁英的專業性，來解決日益複雜的社會

問題與分配問題。就比較共黨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是否只發生在2012年之後的

中國大陸？該項人事政策對於中共政權強化執政能力是否有助益？在菁英甄補理論

上，是否可以發展出與「科技官僚專政」不同的分析模型？值得學界進一步深思與

研究。然而，在討論中共菁英政治的專業性之餘，仍不可忽視派系因素在其中的影

響力。在官員的專業性之前，其與習近平的派系關係，很大程度仍是影響升遷與否

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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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摘　要

習近平自「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以來，一方面強

化意識形態與黨的領導以重塑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明確設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的願景，提供改革正當性。中共「十九大」修正黨章確認「習思想」，成為習統

治與影響力延續的重要工具。今（2018）年十九屆「二中」與「三中」全會到「兩

會」，目標在保證習核心權力佈局、國家監察體系啟動以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規

劃，特別是將黨的全面領導上升為國家意志，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與進一

步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習近平的強勢作風被國外媒體封為「全面主席」（Chair-

man of Everything），成為繼毛、鄧之後的權威領導人。在權力高度集中與清楚目標

設定的環境下，雖然符合中共傳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要求，但也勢必改變既有

組織與權力結構，以及國家社會關係。有鑒於此，本章希望結合威權的結構與中共

領導人的意志，回溯中共「十八大」以來的重要政治體制改革，包括中央決策模

式、任期制度、國家監察體制、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與基層民主發展，並在結論部分

評估習近平體制下的改革成效與風險。

關鍵詞：十九大、習近平、後極權威權、政治體制、基層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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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往何處去？」一直是全球焦點議題，市場化改革不僅讓大陸成為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對內也促成意識型態、政治秩序與國家社會關係的調整。「市場經

濟」的發展促成民間社會力量的興起，共產意識形態的淡化（dilution）也成為經

濟成功的代價，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混合制度與價值體系。而發

展的失衡與貪腐盛行，顯示增長與品質（quality）間的落差所潛藏的巨大成本，成

為學者口中「衰退」（atrophy）與「脆弱」（fragile）的由來（Shambaugh, 2008; 

Shirk, 2007），也使得執政者成為被改革對象。

相較於前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在一黨專政的環境下，執政黨回應變遷的困

境，常被視為導致政權衰退的主因，而這也是因為政治改革涉及國家基本政治結

構與權力關係，因而面臨有效治理與黨支配權間的矛盾。主要理由在於每一類型

政權有其「政權目標」和「組織運作原則」，決定著政治互動的正式與非正式制

度（Pierson, 2000: 262）。因此無論是「諮詢的威權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

tarianism）（Harding, 1986: 13-37; He and Thøgersen, 2010: 676）或「韌性威權主

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Nathan, 2003: 6-17），雖然「修補」現有資源

進行調適，使其在市場經濟與威權政治之間找到立足點，但結構中所具有的傾斜性

（bias），亦即現存政治制度的內生性（endogenous）變遷，限定了改革者的策略

選擇（Pei, 1995: 66; Snyder and Mahoney, 1999: 103-104）。

中共自「十三大」到「十九大」皆試圖保持現況，透過「修補」以解決問題，

在漸進而零碎的政治改革中，顯現出傳統力量與變革力量之間相互拉扯的張力，也

就是改革必須以延續既有制度為前提，所強調的是「中國特色」及「自我完善」。

長期以來，中共領導人除了試圖證明他們並未走入「歷史的終結」，在當前全球

正觀察民主是否「退潮」（Plattner, 2015; Diamond, 2015），威權如何鞏固與輸出

（Ambrosio, 2012; Weyland, 2017）時，習近平也積極向外推廣「中國模式」，對內

更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抵制西方價值，推展道路、理論、制度與文化「四個

自信」，試圖扭轉過去「崩潰／轉型」、「極權／民主」的有限選項，提出大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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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發展的獨特路徑。

對於後極權威權政體（post-totalitarianism authoritarian regimes）的屬性、調適

與韌性（resilience）如何影響變遷。1比如既有的黨國體制與社會力量的互動過程

（Oksenberg, 2001: 21-35; Pei, 2006: 4-5; Dickson, Landry, Shen and Yan, 2016: 859-

880, Li, 2016: 100-121），或者當前針對社會問題的抗爭與維權，彼此間具有「情

境依賴」（context-dependent）的關連性，也挑戰國家的治理能力（O’Brien and Li, 

2006; Chen, and Xu, 2011: 649-667; Deng, and Yang, 2013: 321-336; Wong, 2015: 888-

908; Nip and Fu, 2016: 122-144）。還有黨對社會資源的控制、「黨管幹部」傳統

（Li, 2016: 927-949; Tsai and Kou, 2015: 1-20; Dickson, 2014: 42-68），以及國家強

化對社會的監控（Hao and Guo, 2016: 1039-1060; Han, 2015: 1006-1025; 王信賢，

2018：111-127），仍是強調共黨在國家的核心角色。因此，在探討大陸政治體制

改革時，自然不能忽略黨國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運作慣性。

2017年10月，中共召開「十九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以下簡稱「習思想」）寫入黨章（新華網，2016）；象徵十八屆「六中」全會確

立「習核心」以來，習近平的權力展現以及中共重回強人領導的格局。事實上，在

2012年「十八大」接班初期，外界對「新」領導班子的權力基礎與改革動力存疑，

甚至有媒體以「中國最弱勢的領袖」形容習近平。2然而，習近平卻能藉由整風與

反腐等，一步步清除「周徐蘇令」3等黨內派系，為改革鋪路；同時改造黨內決策

模式，成立「小組」等「頂層設計」4使權力朝「中央」、「黨」與「總書記」集

中。習近平的集權與強勢作風被國外媒體封為「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

thing）（The Economist, 2016; Hernández, 2017; Perlez and Hernández, 2018），最終

在黨內定於一尊，成為繼毛、鄧之後的權威領導人。

1 威權政權之「韌性」與「調適」體現在國家組織的適應力（adaptability）、複雜性（complexity）、
自主性（autonomy）與一致性（coherence）。如權力繼承的制度化、精英甄補的專職性、政治體
系的分殊性（differentiation）與專業化，擴大群眾政治參與管道，以及普遍（universalistic）而非
特殊規則（particularistic）的適用等（Polsby, 1968: 144-168）。

2 日本《產經新聞》中國總局特派員矢板明夫（2012），認為習近平是靠著父親光環，及各方勢力
折衝妥協才接上大位，他的權力基礎是中共歷任最高領導人中最弱的一個。

3 指周永康、徐才厚、蘇榮與令計畫。
4 中共在2011年「十二五」規劃中，首次提出「頂層設計」這個術語。當時的表述是「重視改革頂
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意味中國大陸「由上而下」的改革過程中，中央有責任明確目標，著重層

級間的銜接並轉化為基層動力（文匯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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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自「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以來，一方面強

化意識形態與黨的領導以重塑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明確設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的願景，提供改革正當性。5在權力高度集中與清楚目標設定的環境下，雖然符

合中共傳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要求，但也勢必改變既有組織與權力結構，以及

國家社會關係。習近平不僅主導大陸未來政經發展路徑，也影響兩岸關係走向。而

瞭解對岸動向的關鍵，仍需深入理解其政權性質與政治改革內涵，嫻熟政策宣示與

權力運作模式，才能較準確地觀察或預測大陸政治發展。有鑒於此，本章自「十九

大」至今（2018）年全國人大修憲的結果，回溯中共「十八大」以來的重要政治體

制改革，包括中央決策模式、任期制度、國家監察體制、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與基層

民主發展，並在結論部分評估習近平體制下的改革成效與風險。

貳、從習核心到「三位一體」

胡錦濤（2012）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到黨面臨的「新形勢」包含「四

大考驗」與「四大危險」，挑戰黨的執政能力；6也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在黨

代表大會報告中坦承因貪腐而有「亡黨亡國」之危機。習近平接班後的整風與反

腐，以及自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安

委」）與「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下簡稱「深改組」），改變黨中央的決策模

式，這些改變的後續影響最終還是習的權力與政策目標如何呈現。

一、集權與核心

按中共黨章規定，書記只是「平等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不能凌

駕於黨委其他成員或黨組織之上。但如鄧小平（1983：300）所言：「集體領導也

5 習近平（2017）在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至2035年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成富強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6 四大考驗指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四大危險則指精神懈怠的
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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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個頭，各級黨委的第一書記，對日常生活要負起第一位的責任。」因此核心與

集體的互動關係，成為後鄧時期中共政權運作的重心所在。

胡錦濤時期藉由強化代表與紀檢機構權限，希望形成制度上的制衡關係，改變權

力集中黨委與書記的企圖。除了在地方層級則進行「三減」7改革，逐步完成地方領

導班子「一正二副」的格局，撤除「書記辦公會」，回歸黨的委員會制度。同時推動

全委會或常委會票決制，這樣的分權目標至「十七大」進一步確立了集體領導原則。

不過，在「集體領導」與「核心」之間，本來就是存在一個結構性的矛盾，

而其中的要害就在於「核心」的掌控能力。若觀察鄧小平晚年竭盡所能強化「江核

心」的地位，使江澤民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中心，並且透過黨的會

議強調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權威，這種固權的設計，反而說明了在後強人時

期，「集體」可能構成對「核心」的最大威脅。集體領導可能強化派系與部門利益

的角色，而這些非正式的組織運作具有模糊性，使成員服從組織整體利益的能力逐

漸下降，腐敗和特權滋生（吳國光，1997：17；Overbolt, 1996: 63-78）。

就如胡錦濤（2009）在「十七大」後，對於中央地方步調不一致，明顯偏離「和

諧社會」的目標，迫使其發文公開指責幹部，抱怨黨內上下思想與行動難以統一。而

且在「十八大」前，人事競爭越顯激烈，從後來的周、薄、令、徐等案可以證實。薄

熙來的「唱紅」成為一種路線之爭，並且被拉升到「十八大」後中共執政理念和發展

路線的高度。因此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除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

並提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胡錦濤，2012）。

胡溫的政治遺產成為習近平接班後的主要挑戰，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

（2018：170-173）針對中共的決策模式與特徵提出有趣的觀點。把中國大陸政策

過程區分為「常規」（normal）模式與「危機」（crisis）模式。常規決策（politics 

as usual）通常需要各方長時間協商，但一旦出現威脅穩定的特殊狀況，包括國安

問題，如六四事件、法輪功事件；公安事件，如非典（SARs）疫情；外交與軍事

威脅，如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自然災害，如汶川地震；經濟動盪，如90年代通貨

膨脹；外部衝擊，如金融風暴以及黨建危機，如反腐敗等。則決策轉為危機模式，

必須統一思想與步調，由中央決策並下達指令（表3-1）。

7 「三減改革」包括包括「減人」―精簡黨委班子職數；「減層」―減少副書記職數；以及「減
線」―擴大黨政交叉任職比例（張執中，2008：65-66）。



第三章　中國大陸政治體制與基層民主發展

089

表3-1　中共「常規」與「危機」決策模式

常規模式 危機模式

中央確定路線方針與政策目標 中央統一決策，層級節制

政府部門協商相關規範 強調危機意識與統一思想

地方依據規範先試先行 凸顯核心地位與路線旗幟

中央較少干預 強化紀律與安全

政治與社會動員

執行成效取決於黨內態度一致或分裂

資料來源：引自Heilmann, 2017（KINDLE Reader version）.

習近平在2013年底指出當前組織的現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

和奢靡之風」等作風問題和腐敗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

黨亡國，對應前述胡錦濤的呼籲（人民網，2013）。也在「十九大」政治報告

中，界定了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危機的現狀設定，使習近平在國內外兩個大局

中，必須先「安內」，藉此推動整風反腐，包括對領導幹部提出「八項」8、抓

「周徐蘇令」等「大老虎」，以獲取道德至高點並清除黨內山頭，逐步鞏固領導

地位。自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習的決策也符合「危機模式」特徵，自三中全會

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全面依法治國」、五中全會「全面構成小康

社會」，與「六中」全會「全面從嚴治黨」構成習近平「四個全面」的佈局（表

3-2），習近平（2016b）在「關於《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說明」中，也提到「四個全面」都分別通過一次中

央全會進行了研究和部署，是黨中央根據「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對全會議題的一個

整體設計。

8 包括調研輕車簡從不安排宴請、嚴控以中央名義召開的會議、無實質內容簡報一律不發、出訪一
般不安排機場迎送、減少交通管制一般不得封路、壓縮政治局委員報導數量字數、個人原則上不

出書不題詞、嚴格執行房車配備待遇等規定（新華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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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十八屆「三中」至「六中」全會之主題與目標

會

議
三中全會 四中全會 五中全會 六中全會

文

件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

推進依法治國若干

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三個五年規

劃的建議

《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

條例》、《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九次

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目

標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治體系，建

設社會主義法治國

家

到2020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十

三五」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決勝階段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

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和規

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是

全黨的共同任務。

資料來源：張執中（2016：2）。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除了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

決定》，並且規劃未來改革的「頂層設計」，即「國安委」和「深改組」的設立。

這樣的概念從本次《決定》與習的說明便有提到：全面深化改革是一複雜的系統工

程，單靠某一或某幾個部門往往力不從心，需要建立更高層面的領導機制，「深改

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即統一部署全國性重大

改革、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協調各方力量形成改革合力，加強督促檢查，推動全

面落實改革目標任務（習近平，2013；新華網，2013）。

表3-3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持的領導小組

小組 組長／主席 辦公室名稱 辦公室部門 辦公室主任 成立時間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

導小組

習近平 中央深改辦 中央政策研究室 王滬寧 2014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 習近平 中央國安辦 中直機構 栗戰書 2014
中央網路安全與資訊

化領導小組

習近平 中央網信辦／國家網信

辦

中直機構 徐麟 2014

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

員會

習近平 不詳 中直機構 不詳 2017

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

軍隊改革領導小組

習近平 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

隊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

中央軍委直屬機

構

不詳 2014

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

揮部總指揮

習近平 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

中心

中央軍事委員會

聯合參謀部

不詳 2016

資料來源：轉引自蔡文軒（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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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是廣泛存在於中國大陸各級黨政機關中，以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

名義存在的一種特殊組織模式。而「小組政治」是指在黨政系統內，出於重視和力

圖解決某個問題的需要，由權力層級較高的人物和部門牽頭，組成領導小組，聯合

多個部門，集中政治資源，協調和領導跨部門、跨系統或跨區域的政治活動。「小

組政治」是中國大陸黨政關係最核心的聯結點之一，主要承擔「個別醞釀」（包括

決策準備、決策諮詢）和協調監督功能（吳曉林，2009：64；周望，2010：77）。

習近平接班後，藉由「小組政治」，一改胡錦濤時期「去集中化」之決策模

式，轉而向「中央」、向「黨」、向「一把手」集權。「國安委」由習近平任主

席、李克強與張德江擔任副主席；而「深改組」則由習近平擔任組長，李克強、劉

雲山與張高麗任副組長。除此之外，習近平還擔任「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

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等

組長（表3-3）。重要的是，「國安委」與「深改組」主導當前中國大陸「發展與

穩定」的關係，正副組長的設置，使習得以掌控會議的議程與主題，並與常委間形

成上下關係，使習近平在黨政軍的權力更為集中，而不僅僅是領導集體的「班長」

而已，實質上已成為總書記負責制，並具體體現在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其「核

心」角色。讓省部級以上「高級幹部」，從服從「黨中央」到「以習近平為總書記

的黨中央」，最終服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9

在黨建方面，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之《決定》內容，中共強調的是「黨的領

導」與「黨要管黨」。中國大陸學者曾以「革命教化政體」之概念形容中共建政以

來的政策目標，由於國家對社會改造抱有強烈使命感，並把國家擁有符合社會改造

需要的超凡稟賦作為執政合法性基礎（馮仕政，2011：78-79）。因此在行為上，

國家必須保證社會改造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尤以下

兩個機制最為突出：一是一個嚴密有序的科層制組織制度貫徹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和政策意圖，從而確保各級政府與中央的步調一致；二是以認同中央權力為核心的

價值觀念制度，在各級黨政幹部和社會文化中建立和強化對中央的向心力（周雪

9 「黨中央」與「以某某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能只是簡單視為地方諸侯的個人選擇，在「集體」
或「個人」間，顯現地方對總書記個人權威的服從與認同。習近平成為毛、鄧、江之後第四位核心

領導人，差別在於江的核心是強人（鄧）的加持、胡的核心僅在2005年兩會前「曇花一現」，六中
全會確立「習核心」，象徵的是領導集體的共識，意義自然不同（張執中，2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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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2011：67-70）。

習近平透過「八項精神」整風，並逐步將紀檢體制改革的成果固化為制度，

包括《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

干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中國

共產黨問責條例》等。十八屆六中全會也審議通過《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則》（以下簡稱《生活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簡稱

《監督條例》），將重點指向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

「高級幹部」，除要求他們以身作則，更強調「看齊意識」（習近平，2016b）。

如前所述，當前中共執政在強大的績效合法性壓力之下，國家推行社會改造

的意願仍然十分強烈。其次，國家滯後的基礎權力在面對「現代化」的目標，仍然

需要不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向前發展。而國家

強大的專斷權力，使其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較不受社會力的制約（馮仕政，2011：

93）。因此習近平接班以來，中共整風反腐有如「專政」之精神，強調「早研究、

早部署、嚴查處、強警示」，最重要還是改造「巡視制度」，透過修訂《中國共

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改造巡視工作與強化紀檢的條條關係：包括強化上

級紀委的領導、擴大巡視範圍，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以及中央

巡視組「下沈一級」（意指下管兩級），盯住廳長級，地市級的一把手，擴大巡視

制度縱向與橫向之涵蓋面（中新網，2013）。並且在巡視工作中緊扣包括「理論路

線」、「八項規定」、「廉政路線」與「民主集中制」等「四個著力」，建立「政

治規矩」改造黨員的政治信仰，迫使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張

執中，2015：4）。

二、修憲與「三位一體」

前述中共「十九大」除了將「習思想」寫入黨章外，緊接著十九屆「一中全

會」選出新領導集體，即習近平與李克強續任原職外，新任政治局常委栗戰書、汪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新華網，2017a），則分管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

央書記處、中紀委與國務院副總理。整體而言，在政治局與常委會等最高決策體系

中，「七上八下」繼續維持，但胡春華與陳敏爾等外界看好的接班梯隊並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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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改變過往胡錦濤與習近平兩人的繼承模式，也讓「十九大」如David Lamp-

ton所描述「像是一個加冕典禮而非走入第二個任期」（Buckley, 2017）。10

本屆7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按照年齡排序，以年僅60歲的趙樂際最為年輕，

接著是62歲的王滬寧、汪洋和李克強。上述4人在二十大時，仍未達68歲的退休年

齡，應可以連任。至於63歲的韓正、64歲的習近平和67歲的栗戰書，在二十大時達

到或超過68歲，按照年齡慣例應該退下。因此，「梯隊接班」11是否真正改變？必

須考慮幾點：一是既有接班制度的優劣；二是期中有無增補常委可能性；三是胡春

華與陳敏爾是否可能遞補？最重要的是習近平是否交班？而此問題在十九屆「二

中」全會已經提出可能的作法。

今（2018）年二月與三月，中共接連召開第十九屆「二中」與「三中」全會，

分別通過「修憲」及「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等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新華

網，2018a；2018b；2018c；2018d）。因此今年「兩會」的重點，是保證中共「十

九大」後習核心權力佈局、國家監察體系啟動、習規劃的人事基本到位，以及前述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規劃，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強化黨政關係與進一

步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其中以憲法修改內容，特別是取消「國家主席」與「國家

副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最為重要。

中國大陸「八二憲法」至今已經是第五次修憲，前四次修憲主要是將鄧小平

以來核心領導人的理論，如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以及中共的重要路線，如非公

有制經濟的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私有財產權等寫入

憲法。本次修憲除了將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與「習思想」寫入憲法外，也將十

八屆六中全會以來「一個國家、一個政黨」與領導核心的連結，上升為國家意志，

包括「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讓習近平的改革具有

憲法上的正當性。同時把原憲法第1條「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

度」，加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確保中共的執

政地位（表3-4）。

10 原文“The 19th Party Congress is more likely to look like a coronation than an institutionalized transition 
to a leader’s second term.”。

11 中共「梯隊接班」機制，包含四個特點：（一）領導班子成員年齡呈現「多層次分佈」；（二）
年齡與任期限制是進行幹部新陳代謝的重要機制；（三）「集體領導」是高層領導班子的基本運

作模式；（四）接班人的挑選會經過「醞釀協商」的過程（寇健文，2002：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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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部分內容

憲法序言  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
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指引下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貫徹新發展理念
 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
 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

第一章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最本質的特徵（1條2款）

 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
責，受它監督（3條3款）

 國家宣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
義的公德（24條2款）

資料來源：京報網（2018）。

本屆全國人大高票通過修憲案，外界高度關注第79條「國家主席」與「國家

副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也被取消，使得自鄧小平以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與建立

任期制的規劃，讓位於習近平「三位一體」12的需求。主要影響當然是四年多以後

中共「二十大」的權力接班問題，由於前述「十九大」並無安排接班梯隊進入政治

局常委會，如今配合習思想入憲，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使習近平在2022年「二十

大」繼續「三位一體」已經沒有制度上的限制，這對未來接班制度與菁英權力平衡

之影響，值得繼續觀察。

在「中國特色」的前提下，黨的領導人作為制度之上的最高權威，使得中國

大陸現行憲法中，國家主席權力雖然來自於人大授權，但是當國家主席兼任黨總書

記，以及黨與國家中央軍委主席時，則虛位的國家主席又成為掌握黨、政、軍的

實權元首。以國務院總理為行政首長的政府體制勢必依附於黨的領導之下，「江

朱」、「胡溫」、「習李」體制於焉產生。然而中共政治就如鄒讜教授的觀點，長

期以來圍繞著核心領導人的權力結構，黨不能有兩個聲音或兩個司令部，是已經建

立起來的規則和習慣（鄒讜，1994：162-168）。也因此中共政治體制在這樣的背

景下時有變動，除了經歷四部憲法，國家主席權力自「五四憲法」授權統率全國武

裝力量，到「七五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一職，源於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鬥爭。「八二

12 指同時擔任黨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與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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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重新恢復國家主席，但取消了「五四憲法」時期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與統率全

國武裝力量之權，走向虛位。在李先念與楊尚昆擔任國家主席期間，最高權力歸屬

於軍委主席鄧小平。鄧小平為避免重蹈毛時期的個人崇拜與權力過度集中，積極重

建「民主集中制」所規範的集體領導制度，同時為解決幹部終身制的問題，在《八

二憲法》中，除中央軍委主席外，規定了國家主席與「一府二院」連續任職不得超

過兩屆，並建立黨政領導幹部退休年齡界線。

然而1989年江澤民接任總書記後，鄧小平為強化江的合法性，除了提出「三

代」領導集體與核心的概念，也迅速地讓江接任軍委主席與國家主席，使江澤民

成為毛澤東以後「三位一體」的權力中心（吳國光，1997：9-11；Teiwes, 2001: 

1-65）。江澤民在「十六大」延續鄧小平模式，以一介黨員身分續任軍委主席，形

成所謂「交班不交槍」的接班形態。江澤民在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辭去軍委主席

後，9月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交棒胡錦濤，提出「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

主席三位一體這樣的領導體制和領導形式，對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來說，不僅

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當的辦法」（江澤民，2004）。

繼江澤民之後，本次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時再次提出「三位一體」，其

共同特徵都在於現任領導人破壞任期制時提出，這也正好說明「任期制」是「三位

一體」最重要的保障，而取消任期制勢必動搖外界對接班的預期。但是從中紀委

向「十九大」的工作報告，直接點名周永康、孫政才、令計畫等人為野心家、陰謀

家，政治野心膨脹，搞陰謀活動（中新網，2017）；王岐山（2017）在《人民日

報》專文中也提出「查處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畫嚴重

違紀違法問題，剷除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顯示胡錦濤「裸

退」前的薄熙來案到習近平接班後處理周、令、徐案，其重點在不同世代領導集體

背後政治勢力與派系利益的矛盾，使習在第一任期必須傾全力肅清周令餘毒，樹立

核心地位鞏固權力。這除了說明習近平對接班制度的質疑，也為習改變接班制度提

供正當性。十九大後「統一思想」與「政治標準」成為與反腐並列的幹部甄補標

準，也讓可能的接班梯隊必須爭取「核心」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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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十九大」是習近平推動「四個全面」與「第一個百年」目標最重要的五年，

迫使他必須提早完成權力部署，並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的「看齊意識」。除了前一

節所提習近平的集權過程，以及透過「整風」與「反腐」樹立幹部的行為準則與

習的個人權威。當中最重要的角色與發展就是王岐山所主導的紀檢工作，以及當前

整合紀檢監察系統，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也是憲法

層次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結合十九屆三中全會所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

案》，成為習近平第二個任期的執政目標。

一、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習近平時期中央巡視組組織與制度的強化，包括「兩個為主」13、「專項巡

視」14、「一案雙查」15與加強中紀委垂直管理派駐部門紀委皆是針對各級黨政一

把手，藉由中紀委擴大巡視制度縱向與橫向之涵蓋面，讓這樣緊迫盯人方式成為

「新常態」，使地方官員畏於中央的權威。自「十八大」至今（2018）年7月底，

已有255位省部級（含中管幹部與正軍級軍人）幹部，包含17位中央委員與15位中

央候補委員遭調查落馬，遠超過胡錦濤主政十年的人數。16不過，這只是在黨籍幹

部層面。在行政層面，雖然中國大陸紀檢與監察制度自1993年合署辦公後，兩套制

度是結合一起運作，但是理論上紀檢與監察制度是分立的。即使在黨國體制下，公

13 「兩個為主」是指（一）：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
委報告的同時必向上級紀委報告；（二）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

織部門為主（新華網，2014a）。
14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提出常規巡視具規律性、計劃性，難以震懾官員，因此提出專項巡視，專項巡
視為「問題導向」：哪個地區或單位問題多，就向該地區或單位派駐巡視組，無規律，較具有震

懾性（新華網，2014b）。
15 即查處違紀官員時，受調查官員之上級亦要受到調查是否有管理不周或牽涉其中（中國共產黨新
聞網，2015）。

16 作者整理自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http://www.ccdi.gov.cn）歷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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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具黨員身份比例高，受黨的紀律約束。但政府的公職人員包含黨員與非黨

員，也都必須要有相應的監督機構。只是修正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

（以下簡稱《行政監察法》），監察部門監察對象僅限於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卻無

法涵蓋2006年《公務員法》所列包括人大、政協、審判、檢察與民主黨派等人員，

成為監督死角。17即使此問題在2010年修法時頗受媒體與學界關注，但是涉及監察

法規立法目的與工作原則之調整、監察機構編制等一系列複雜問題，中央當時還無

意解決（張維煒，2010）。18

2016年1月，習近平（2016a）在第十八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中，提到「做

好監督體系頂層設計，要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

員的國家監察體系」。同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中也提出「各級黨委應

當支持和保證同級人大、政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等對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依法

進行監督」（新華網，2016a），首度將監察機關與人大、政府、司法機關等單位

並列。隨後於11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佈《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

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稱為「試點方案」），決定由北京市、山

西省、浙江省人大選出監察委員會，將過去僅作為政府下屬部門的監察機關提升到

與政府、檢察院、法院並列的地位（新華網，2016b），在習近平的意志與時任中

紀委書記王岐山的推動下，試點省分快速地進行組建工作。隔（2017）年一月試點

三省市組織人事已逐步成型，監察委員會主任與副主任均由省紀委書記、副書記擔

任，監察委委員組成與省市紀委常委多有重疊。19。

習近平（2017）在「十九大」宣告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試點工作在全

國推開，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實現

17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
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實施方

案》，列入公務員法實施範圍的機關包括（一）中國共產黨各級機關；（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及其常務委員會機關；（三）各級行政機關；（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委員會機關；

（五）各級審判機關；（六）各級檢察機關；（七）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各級機關。
18 2010年《行政監察法》修訂過程中，時任監察部部長馬馼針對上述問題說明，認為在現有監察體

制不變的情況下，應當維持現有的行政監察物件範圍，不宜將公務員法規定的其他六類機關及其

公務員納入（馬馼，2010）。
19 相關組織人事，請參考試點三省市監察委員會網站：http://www.bjsupervision.gov.cn/jgjs/ldjg/（北
京）；http://www.zjsjw.gov.cn/ch112/system/2017/01/20/021015366.shtml（浙江）；http://www.sxdi.
gov.cn/xxgk/ldjg/（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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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有關「監察委員會」內容

第三章

第七節

監察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關（123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124條）
　監察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員若干人。

　監察委員會主任每屆任期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

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是最高監察機關（125條）
　國家監察委員會領導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領導下級監察委

員會的工作。

 國家監察委員會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
級監察委員會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126條）

 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127條）
　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

相配合，互相制約

資料來源：京報網（2018）。

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制定國家監察法，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

職責許可權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但中國大陸學者認為，設立

監察委員會、進行監察體制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確保改革的合法

性與合憲性基礎。根據「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的精神，應從試點階段開始即遵循法

治原則，為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以降低改革中的各種風險（韓大

元，2017；秦前紅，2017）。

「十九大」後，中央開始推動全國試點，在2017年底與2018年初召開的省、市、

縣人民代表大會上產生三級監察委員會，使改革與地方人大換屆工作緊密銜接，全國

人大常委會也通過授權全國試點，並正式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

公開徵求意見。今（2018）年3月全國人大修憲通過，在第三章「國家機構」，

增列第七節「監察委員會」（表3-5），同時也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

案）》。從國家監察委的設置，可以看出習核心的意志與效率。本次修憲與「機構

改革案」賦予國家監察體制法源與組織編制。包括增列各級人大選舉罷免監察委員

會成員之職權（62-67條；101-104條）；將監察權從國務院與各級政府移出（89條、

107條）；以及第三章國家機構增列「監察委員會」（123-127條），定位各級監察委

員會為國家監察機關、監察委員會組成、任期與職權、監察委員會的條條關係、向

人大與上級監委負責、獨立行使職權以及和審判、檢察機關和執法部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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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設立是屬於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影響有以下幾個

層面：在憲法層次，必須藉由修憲將現行人大制度下的一府二院，轉變為一府一委

兩院；在組織層次，紀檢監察與檢察機關自偵部門合併（圖3-1），改變現行的雙

重領導體制，提升至與政府平行的位階，向人大負責，同時整合相關部門，實現紀

檢監察對公務隊伍的「全覆蓋」，也讓習近平的「從嚴治黨」朝「從嚴治國」發

展。在解決監察委員會的法源問題後，緊接著就是組織整併的進度與監察權行使的

立法問題。本屆全國人大選舉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為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而非中

紀委書記趙樂際，主要意義仍是強調以黨領政。緊接著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

法》，將授權監察機關可以採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

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等措施開展調查。特別是對於「留置」取代雙規

後，與人身自由權的衝突，將是未來監察權行使的關注重點。中國大陸學者認為，

未來監察委員會位高權重，對它自身的監督制約力度須足以防止監察體制改革過猶

不及。被監察者權利的保障與監察者權力的運用具有同等重要性，兩者在實踐上應

當協調實現，不應片面強調其中一方而犧牲另一方。其他包括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

及其權力屬性需要重新釐清；人民監督員制度體系和監督職能需要重新調試；司

法體制改革中關於檢察制度改革的內容需要相應調整（童之偉，2017；秦前紅，

2017）。

資料來源：修改自馬國英（2016）。

圖3-1　中國大陸國家監察體制的部門整合

國務院

中紀委 監察部 國家預防腐敗局

最高人民檢察院 反貪總局

審計署

組成
部門

直屬
機構

組
成
部
門

合署辦公 合署辦公

職能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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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從「十九大」報告到十九屆三中全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以

下簡稱《方案》），提出包括黨的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機構、國務院機構、全國政

協機構與行政執法機構外，還包括深化跨軍地、群團組織與地方機構等改革內容

（新華網，2016f）。如「三中」全會公報也提到，當前核心問題在於黨和國家機

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同「『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要求還

不完全適應、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新華

網，2016c）（表3-6）。上述文件與說明，都緊扣黨的全面領導與長期執政能力建

設上，和其他改革內容存在辯證關係。為此目的，習近平（2018）自2015年便已針

對「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要求「深改組」展開調研，並於2017年下旬決定提上議

程，交中央改革辦與中央編辦開展調研論證。「十九大」後，習親自擔任文件起草

組組長，顯示其重要性與未來五年的改革路徑。

如《公報》與《決定》提到「首要任務是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加強

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確保黨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

而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是重要任務；統籌黨政軍群機構

改革，是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實現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的必然要求」。因

此，以「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黨中央職能部門的統一歸口協調管理」為

主線，連結「國務院機構改革」，可以說是本次改革的重點。

在《方案》有關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制度方面，在中央層級，主要方針在

「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也就是涉及全局重大工作統一領導的

頂層設計，必須透過黨中央決議議事協調機構開展工作，各方面議事協調機構也都

必須同中央議事機構銜接。此舉無非是強化「十八大」三中全會以來，習近平「小

組政治」之決策模式。中共此波黨政機構改革中，增設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

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央教育工作小組及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等機構，更將原

來由習近平任組長的四個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分別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升格

為委員會，並在相關部委設置辦公室（如表3-7）。目的則是呼應前述加強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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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強化決策和統籌協調職責，負責相關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佈局、

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表3-6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概要

總目標  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
 總攬全域、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
 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
 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裝力量體系
 聯繫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
 人大、政府、政協，監察、審判、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
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準

遵循原則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以人民為中心、優化協同高效與全面依法治國
改革方針  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制度

 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
 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
 合理設置地方機構
 推進機構編制法定化
 加強黨對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領導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新華網（2018d）。

表3-7　「十九大」後習近平領導的委員會

委員會 主任 副主任 辦公室 職責 備註

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員

會

習近平 李克強

王滬寧

韓正

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員會辦公室

負責全面深化改革領域重大

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布

局、統籌規劃、整體推進、

督促落實

18屆3中全會設立「領
導小組」，「十九大」

後改為委員會主任 副主任

王滬寧 穆虹

潘盛州

陳一新

中央國家安

全委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栗戰書

中央國家安全委

員會辦公室

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

要事項與重要工作

18屆3中全會設立

主任 副主任

丁薛祥 陳文清

劉海星

中央網絡安

全和信息化

委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王滬寧

中央網絡安全和

信息化委員會辦

公室

統籌協調各個領域的網路安

全和信息化重大問題，制定

實施網路國家安全和信息化

發展戰略，宏觀規劃和重大

政策

2014年2月設立，前身
為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

主任 副主任

徐麟 高翔

楊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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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主任 副主任 辦公室 職責 備註

中央財經委

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王滬寧

韓正

中央財經委員會

辦公室

負責經濟領域重大工作的頂

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規

劃、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前身為1980年代設立
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主任 副主任

劉鶴 廖岷

楊偉民

中央審計委

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趙樂際

中央審計委員會

辦公室

審議審計監督重大政策和改

革方案，審議中央年度預算

執行和其他財政支出情況審

計報告，審議決策審計監督

其他重大事項等。

2018年新設立

主任 副主任

胡澤君 不明

中央全面依

法治國委員

會

習近平 李克強 中央全面依法治

國委員會辦公室

負責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

計總體布局、統籌規劃、整

體推進、督促落實。

2018年新設立

主任 副主任

不明 傅政華

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

習近平 李克強 中央外事工作委

員會辦公室

謀劃全面外交布局，全面統

籌中共黨政軍外是職能部

門，以及各職能部門涉外工

作等。

前身為1980年代設立
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

組。主任 副主任

楊潔篪 樂玉成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多維新聞網（2018）。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國務院延續2008與2013年兩

波「大部門體制」改革，本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改組幅度更大，強調經濟調節、市

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職能等，整併後的國務院組織，正部

級機構減少8個，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設置組成部門

26個。包括組建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文化旅遊部、國家衛生

健康委員會，新設「退役軍人事務部」、「應急管理部」，以及銀監會、保監會

合併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其中有「小國務院」之稱的發改委，本

次機構調整也分出部分權責到資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文化旅遊部

與審計署等部門（新華網，2018e）。而且本次「機構改革案」特別冠以「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意味本次改革涉及層面更為全面，特別是黨的全面領導，原本由國

務院管理的國家公務員局，改由中組部主管；國家新聞出版署和國家電影局改由中

宣部主管；中央統戰部則主管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僑辦，領導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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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公報》所提出保證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與市場統一。本次

《方案》升格與新設立部分領導小組等舉措，使習近平主導的中央議事協調機構得

以進一步擴權。雖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均出任副主任一職，在第二任期角色似乎更

加吃重。但國務院的部門職能劃歸黨的各分口領導，使黨組織的權力從「決策」延

伸到「執行」層面，實際上削弱了國務院職能，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為財經決策

核心部門，國務院只能扮演配合與執行角色，相對而言也限縮總理的經濟政策主導

權，未來黨政關係的磨合與決策風險也值得繼續觀察。

肆、基層民主發展

雖著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國大陸基層政府、市場與非政府組織三者間形成新的

社會管理體系以及自治組織的運作和民主參與，其中90年代以來村民選舉與自治和

城市社區治理讓中國大陸民主化存在發展的內在動力。特別自自1998年下半年地方

鄉鎮長直選的實踐，帶動地方與基層政權選舉的勃勃生機。這樣的發展除了來自地

方領導人政績考量，還包括鄉鎮政權擺脫治理困境、舒緩幹群關係、吸納體制外資

源之目的（Huang and Chen, 2011: 197; 蔡文軒，2011；賴海榕，2009：78-105。相

對而言，地方黨委卻對鄉鎮幹部任免權遭到稀釋與分權感到不安。中央也透過宣告

違法、違憲、發文件宣示立場，甚至懲治相關幹部，其結果讓不少地區偃旗息鼓，

也讓鄉鎮選舉向舊體制回歸。胡錦濤時期基層民主朝向黨內與政府領導班子候選人

的選舉，成為中共「黨內民主」的一環，通過者則作為候選人交人大與黨代會投票

選舉。如雲南紅河的「兩推直選」、四川成都與陝西南證的「公推直選」、江蘇宿

遷「公推競選」鄉鎮黨委書記（張執中、王占璽、王瑞婷，2015：136；Zheng and 

Chen, 2014: 21-27）。

本節主要觀察習近平接班後的集權措施，以致基層民主在「十八大」後再次面

臨修正，轉而重新強化書記與組織部門在幹部選任的權重。這樣的制度回潮，看到

黨國體制下制度化與反制度化的矛盾，也限制了基層民主未來的發展路徑，本節將

以深圳基層民主的發展作為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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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基層民主發展回顧

深圳在改革開放期間，不僅是對外開放的「視窗」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試

驗田」，還成為各項改革創新的「排頭兵」和「示範區」。其政治上的變遷歷程體

現在三個層面，即經濟改革推動下的政治適應、社會變遷帶來的政治變化，以及政

府推動的政治試驗。社會中產階層擴大，具有更自主的政治表達能力和更強烈的政

治效能感，形成較為顯著的公民政治參與意識，主要體現在社區治理、公民參與以

及黨內基層民主等面向（陳家喜、黃衛平，2010：28-32）：

（一） 業主維權：包括圍繞市政工程建設與拆遷、物業管理、房屋品質等住房

產權問題，深圳出現了聲勢浩大的業主維權行動。維權業主在與選擇在

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內爭取權益，援引有利於自己的法律和政策條款；善

於運用鬥爭策略，聚合集體力量，募集維權經費，利用政治精英的社會

關係網等。展示中產階級力量的成長和博弈能力的提升以及政治表達訴

求的增強。比如2005年鹽田區社區居委會通過民主評議會、協調會、聽

證會的「三會制度」，解決社區發展問題；南山區社區則組織黨員和公

職人員進入業委會以及擔任樓棟長，除了將社區黨員置於陽光下，並成

為聯繫黨群關係的紐帶（陳家喜、黃衛平，2009：28-32）。

（二） 公民參政：2003年深圳區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出現10多位自薦參選的

候選人。這些自薦參選人是由普通選民聯名推薦產生，與組織提名候選

人同臺競選。他們的共同特徵，是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體制外社會精

英，或是在私營部門工作、自由職業，或是離退休人員。他們借助於張

貼海報、散發傳單、網上交流、訴諸媒體、開辦講座、法律訴訟等方式

爭取選票支持（唐娟、鄒樹彬，2003：324-342）。

（三） 政治試點：「新事新辦、特事特辦」不僅是中央賦予深圳改革創新的特

殊許可權，包括政治改革的嘗試。1993年寶安區沙井鎮蠔二村實行「一

張白紙選村幹」，成為村委會「海選」新嘗試；在村級民主成功試驗的

基礎上，1999年選擇在龍崗區大鵬鎮試行「三輪兩票制」選舉鎮長試點

（俞可平，2000：27-28）。2005年到2008年，深圳也先後在非公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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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支部、社區黨組織、機關黨委等進行「公推直選」基層黨組織班子成

員的試點。

深圳基層民主發展到2008年達到高峰，省委書記汪洋調研時強調，深圳要加強

民主法制建設，爭取在這方面為全國樹立樣板，並公佈三年期的《深圳近期改革綱

要》。20 最引外界注意的是醞釀市長差額選舉，但深圳政改是否和經改一樣能成為

改革的窗口，就如媒體所描述：「重點在於中央的態度」，且關鍵在於「不能傷及

筋骨」（中評網，2008；陸續，2008：32）。中國大陸學者認為，中央設立深圳經

濟特區時就明確它的功能定位，是在探索市場經濟的改革，而非政治領域的實驗。

但限定特區政治改革的步伐，導致政治改革相對滯後於經濟改革。深圳提出各種政

治改革的構想，都由於與中央宏觀政治改革的步調不一而被叫停。另一方面，快速

的經濟增長也削弱了政治改革的動力。既然通過發展經濟就可以實現顯著的政績，

領導者就缺乏動力進行風險無法評估的政治改革。同時，在面對不斷增長的社會矛

盾對政治改革提出的壓力時，地方政府由於擁有大量的公共財政，可以「花錢買太

平」，用經濟手段來化解民眾政治參與的訴求，使政府對政治改革的動力大為消解

（陳家喜、黃衛平，2010：24）。

二、「十八大」以來深圳基層民主發展

中共「十八大」之後，習近平轉而強調「一把手」的責任。究其原因，主要在

習全面深化改革之目標，在地方層級也要求31省市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人

事安排對應中央，由地方一把手擔任組長，強化一把手的決策權。加上胡時期「公

推直選」的主要推手，前中組部長李源潮「十八大」沒有「入常」，以及習近平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不再「進一步」推動，轉而要求在幹部人事制度上「強

化黨委、分管領導和組織部門的權重，堅決糾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新華網，

20 《綱要》內容包括試行立法專員制度、設立預算委員會、試行人大部分常委專職制度、試行區級
人大代表直接競選制度、試行黨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度、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直選範圍、

探索實行全委會（擴大）投票推薦重要幹部，進行常委會、全委會差額票決（中評網，2008；陸
續，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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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時，已清楚釋放制度轉向之訊號，既有「公推直選」試點的省分也自然失去

擴展的誘因，轉而向習所提出的「四個全面」靠攏，而非強調政治參與。

以《深圳市2015年改革計畫》為例，總體要求為「2015年是我市全面深化改革的

關鍵之年。計畫中關於「民主法治」領域包括完善依法治市體制機制、堅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次制度化發展。在「社會體制領域」也

提出「創新基層社區治理體制」，其目標在「推動發展社區自治和基層協商民主，

制定推動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實施辦法，制定社會團體、行業協會內部選舉工作指

引。制定扶持、引導、規範業主委員會發展的實施辦法。推進創建全國社區治理

和服務創新實驗區建設。強化「一核多元」基層治理模式，構建「一核多元二化」

（法治化、資訊化）的基層社區治理「深圳模式」（深圳市人民政府，2015）。

（一）社區居民議事會

社區居委會直選，是各地普遍實行的基層民主形式。近年來，深圳基層民主的

實踐，積極向選舉之外的協商民主和民生民主等領域拓展。從2012年開始，深圳市

推動社區居民議事會專案。社區居民議事會每月召開一次，在人員構成上包括社區

居民議事員、社區綜合黨組織議事員、社區居委會議事員、人大代表議事員、社區

企事業單位議事員外，每個議事會有居民議事員6名至9名。再者，制定社區居民議

事會權利清單包括：決策社區基金的分配、監督其使用情況；決策、監督社區公益

服務專案的設置，公共服務場所的選址；評議區職能部門、街道辦事處、社區工作

站、社區服務中心等在社區開展工作的情況。並建立與街道辦事處、社區工作站的

溝通協調機制，實現與基層黨政部門的有效對接，及時反映社情民意，促使議事結

果的落實（張揚文馨、謝志巋，2017：84-85）。

（二）業主委員會自治

作為業主大會的執行機構，業委會在維護社區和諧穩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200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下發《深圳市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指導規則》（深府

［2005］11號），對業主大會、業主委員會的行為進行了規範。羅湖區每年開展

「十佳業主委員會」評選，對運作規範、切實維護業主合法權益的業委會進行表

彰，以產生示範效應（張揚文馨、謝志巋，2017：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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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參選人

隨著「海選」模式的導入引發了基層政權選舉的勃勃生機。選民積極地投入選

舉，透過法定「另選他人」的途徑，產生「民薦侯選人」、「自薦競選者」，促進

了選舉的競爭程度。2012年底中國大陸全國縣鄉兩級人大將進行換屆選舉，至少有

近百人表明，依法獨立自薦參選所在地基層人大代表。據統計有21省出現了「獨立

候選人」，廣東人數最多22人，北京17人，浙江11人，接下來是河南、上海、湖北

這些地方，大概都是5人左右（李秋先、武月冬、苗泳，2015：142-144）。中央

對此仍習以「獨立候選人」沒有法律依據來回應，但相較於前兩屆姚立法等自薦

參選者，當前中國大陸互聯網在公共議題上已經可以主動發揮影響力，因此草根

民意「藉網出海」體現在本屆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上，成為執政者全力防堵的外部

力量。

觀察近幾次換屆，廣東以廣州、深圳兩市最為活躍，佛山南海區的農民維權

代表郭夥佳等兩人成功當選，但據傳很快被當局監控，而順德區的維權代表李碧雲

則被當局以「破壞選舉」罪名逮捕。在隨後選舉過程中，當地選舉辦公室違反程序

另指定60人來推舉候選人，從中再篩選，因此本已入圍的李碧雲反而被趕出局，引

起村民激烈爭議。2011年9月順德警方以破壞選舉罪逮捕了李碧雲，2013年9月法院

判處李碧雲「破壞選舉」罪名不成立。一個月後警方又以「妨害公務」罪逮捕並刑

事拘留李碧雲，由於網友和媒體的關注，雖然2014年12月李碧雲獲「免於處罰」判

決，但李碧雲周身是傷而住院醫治（張菁，2015）。但就如有類似遭遇的江西獨立

參選人劉萍所說：「任何挫折都阻擋不了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應有的權利」（吳心

欣，2011）。這些都表明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發展趨勢，即公民用直接參與介入基

層政治生活，並藉此方式表達和維護基本利益。

即使目前中共將基層民主重心置於社區治理，但中國大陸學者也認為，當前深

圳市基層民主雖然已有居民論壇、居民代表大會、社區議事會等多種形式，然而與

居民重大利益相關的一些重要事項並未列入討論範圍。比如徵地拆遷、社區規劃等

關係居民切身利益的事項。同時，社區內的大量事項仍然是命令式、行政化的自上

而下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說，目前深圳市基層民主的動力主要來自政府，是一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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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由政府主導的民主，民眾處於一種「被民主」、「被自治」的狀態。從居委

會情況看，大部分居委會成員仍是將自己看作是「社區幹部」，而非如《居委會組

織法》所述那種自治性、公益性的工作。一旦有這種觀念，就必然以完成上級下達

的行政事務為主，從而自然而然地將居委會變成了政府行政權力的延伸，而不是民

眾的自治組織（張揚文馨、謝志巋，2017：88-89）。

伍、結語

「十九大」以來，包括「新時代」、「黨的全面領導」、「黨內監督」、「轉

變政府職能」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習近平第二個任期的執

政重點，同時也面連內外局勢挑戰。內部包括國內金融風險、精準脫貧與污染防

制的「三大攻堅戰」外，還有「網信安全」與防範社會危機；外部則有中美貿易衝

突下的「中國製造2025」與「核心技術」，以及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導下的「大國外

交」與「一帶一路」。為解決中央決策弱化的問題，習近平大量使用毛澤東的政治

遺產，以強化黨的決策力與政府執行能力。但是在結構上，「黨和國家領導體制」

仍是中共運作的本質與共識，習恐難以一己之力去顛覆。所以即使實現「核心」角

色，仍須將個人意志轉換為集體意志才能獲得正當性。本次修憲把「一個國家、一

個政黨」與領導核心上升為國家意志，鞏固黨的根本利益，也將習近平的權力延

續與中共執政菁英的永續綁在一起。習近平企圖重建黨國體制的指導能力，更重要

的是強化黨中央的權限，實現在胡錦濤體制無法執行的政策（青山瑠妙，2018：

20）。然而，「三位一體」能否改造「九龍治水」的痼疾，或衍生其他的決策風

險，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觀察：

在法治層面，本次修憲內容，可以說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推動「全面依法治

國」的成果，但是當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後，一方面顯示權威者在不同時間利用

不同規則或修改規則，影響法治精神的建立；另一方面，國家主席任期只能取決於

核心領導人的自覺或者與執政菁英間的力量消長，依附於黨的權力動態，自然引發

社會產生對領導人「終身制」復辟的不安。而強調服膺黨的領導，造成黨政不分，

與行政中立和市場機制產生難以化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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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菁英利益層面，既有菁英政治的制度化意味關係網絡（或派系）必須在符

合既有程序與標準的前提下發揮影響，除減緩了權力鬥爭的頻率，也讓中共菁英

政治間存在「平衡權力」的機制（寇健文，2010：43-51；Bo, 2005: 162-189）。但

是在強人政治下，強調特殊性與高度人格化特質，最主要的政治權威存在於對領導

與上下級關係的理解，而非客觀化的法律或道德準則中。以毛澤東來說，並不存在

外來的監督者，面對來自接班人的威脅，最終仍不惜訴諸武力尋求個人意志的貫徹

（Pye, 1995: 39）。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公開權力分享承諾的機制，或者建立制度

得以監督核心的承諾。

在決策層面，未來中共的重大決策將更取決於習近平的個人意志，當中存在的

風險包含下屬「唯上」依附、「不搶跑、不滯後」，往常發揮地方積極性的作法，

如今必須考量政治風險而觀望停滯，因而限縮部門與地方的自主權與創新動力。再

者，為了維護核心威信而讓決策失去彈性，也可能產生權責不明的問題。

在治理層面，新的監察體制形成後，強化對監察委員會自身的監督和防止改革

過猶不及的較可靠辦法，是創造和維持制約者與被制約者享有的政法綜合權重比大

致均衡的局面。亦即公民相關基本權利的享有和充分運用，可構成對監察委員會權

力行使行為的強有力制約（童之偉，2017）。然而，十八大以來，中共仍無意擴大

公民參政管道，法律所賦予獨立候選人當選的可能性，仍被地方當局不當執行選舉

法規所削弱，這也正是基層民主在中國大陸一直難以突破的結構。從廣東「烏坎事

件」以來可以說明百姓公民與權利意識的覺醒，既有的體制運作能擔負起監督政府

與維護權益的角色？面對民意表達管道不足、政治合法性缺失等問題如何解決，仍

是中共走向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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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是改革開放取得經濟成長上明顯效果，以及影響

中國大陸整體穩定和發展的重要面向。本章主旨，在於分析中國大陸中央與省級政

府間的關係，在十八大之前和之後所顯現的主要延續性與變化性。由於在不同的

議題領域中，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性質和因素不盡相同，所以本章從三種不同議題上

進行討論。首先，從屬於資源政策的財政稅收議題來看，就財政收入面而言，最主

要的延續性是分稅制的中央相對集權架構，維持不變。主要變化則在於，中央實施

了「營改增」，其政策效果長期而言相對較有利於中央收入的增加。在財政支出面

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央以具體措施試圖重新劃分中央與省級之間的支出責

任，來減輕省級的財政壓力。

其次，從屬於治理性政策的在幹部人事議題來看，無論從幹部管理的制度規則

面，或從省級人事任免的實際結果面來看，都顯現出中央影響力的增加。制度規則

上最大的延續性，在於中央對於地方人事任免，仍然憑藉那些既有的制度化指標，

但另一方面，十八大後中央開始提到所謂「四不唯」，這代表對於某些重要的制度

化標準，可能將進行一些允許愈來愈多例外的逐步修正，這將會弱化那些主要來自

地方因素而在人事任免中所產生的影響。而在省級人事任免的實際結果方面所出現

的主要變化，也顯示中央相對於地方的權力陡然升高。

最後，從屬於實質性政策的政策執行議題來看，十八大以後中央強調「頂層設

計」，由上而下的推動各種試圖突破結構性阻礙的重大改革。但就組織層面而言，

省級政府或則因為倘使切實執行將立即帶來地方性危機，或則因為頂層設計的政策

規則不夠詳細或明確，而在地方執行時與政策目標背道而馳。這顯示出，長期以來



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上始終保有以及運用的裁量性行為，並未因為十八大以後中央

相對強勢的領導風格與權力擴張，而有根本性的轉變。就個體層面而言，由於反貪

腐運動，造成地方官員幹部出現「為官不為」的問題，其範圍和強度都是十八大以

前十分少見的。這對於中央的全國性政令，能否在地方的政策執行當中得以貫徹，

無疑有極大影響。

整體而言，本章分析顯示，十八大以來，在資源政策議題、治理政策議題、

實質政策議題上，央地關係的既有制度性架構（例如在財政稅收與幹部人事任免方

面），並未發生重大轉變。但在制度規則的局部修正方面，以及央地互動的實際結

果方面，中央相對於省級，都在資源政策和治理政策上明顯增加了影響力。只有在

政策執行上，地方層級能訴諸選擇性政策執行的裁量行為，以及「為官不為」的消

極抵制，而中央至今無法對此有效克服。但地方的消極抵制，終極而言其實是中央

所發動反貪腐造成的非意圖性結果。因此，中央在此所發揮的影響力，甚至比在前

兩項政策議題上更為深遠。

關鍵詞： 央地關係、營改增、支出責任、四不唯、頂層設計、地方債、權力清單、

為官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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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以下簡稱央地關係），一向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核

心議題。1980年代中央對省級政府在財政、金融、外貿、區域發展，以及其他諸多

政策領域中，下放權力以及允許省級享有更多由於經濟成長帶來的利益。其結果

是一方面達到了放權讓利原先尋求的主要目標―提昇省與地方的誘因，致力推動

經改，使得地方的經改成果，做為全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但另一方面，放權讓

利也成為總體經濟劇烈波動、國內市場秩序紊亂、不同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令遵

循執行的程度南轅北轍等影響國內經濟與政治社會穩定，甚至影響國家整合的問

題，背後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1990年代中期開始，在以上那些財貿金融領域

內，以及像是產品質量、食品藥物等與市場秩序監管有關的領域內，中央開始實施

相對集權，收回下放的權力（Yang, 2004）。這個由江澤民時期開始的系統性相對

集權政策，在胡錦濤時期仍持續實行，並無根本性改變。1不過，另一方面，在這

段期間，由於中共黨國體制內菁英政治的結構性特徵，造成了或則基於派系角逐

下，需要地方官員支持中央的主流當權菁英去肅清非主流挑戰者（Dittmer and Wu, 

2006），或則因為權力交替時期中央政治菁英之間矛盾升高而缺乏共識貫徹宏觀調

控（陶儀芬，2006），而在中共黨大會後，中央放任地方藉由像是加碼基礎建設投

資來大幅擴張經濟規模。換言之，儘管在逐漸收緊權力的同時，中央仍然在短期內

間歇性（但並非長期而結構性）地呈現對於地方的依賴。

綜觀上述的改革開放時期演變主軸，可以說央地關係的核心問題在於中央與

地方二者之間，何者的相對權力較大。而所謂地方政府，層級很多，但與中央發生

最直接的權力消長關係的，主要是省級。絕大多數探討央地之間相對權力大小的中

英文文獻，都將地方層級聚焦於省級。所以，本章所論述的央地權力關係，是指中

1 所謂相對性集權，是指相對於1980年代的系統性分權，中央經由收回部分權力後，分權的程度有
所下降。而這種相對性集權，不同於改革開放以前，尤其是從文革開始到改革開放啟動之間，在

大部分政策議題上中央權力高度集中的情形。對於改革開放時期，不同政策領域中，從相對分權

到相對集權的演變與分析（Donaldso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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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與省級之間的相對權力。從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發，本章將檢視從中共十八大以後

到2018年8月，在習近平主政之下，央地關係與十八大以前相較，有哪些延續和變

化。由於央地關係跨越了諸多不同的議題領域，所以央地之間何者權力較大，必然

因為議題領域的不同，而呈現出各自殊異的型態，較難歸納出適用於所有議題領域

的單一樣貌。本章將針對十八大以來，發生特別明顯變化的議題領域，分別進行分

析。由於篇幅所限，因此本章只能選擇性的討論特定議題，無法將所有值得討論的

議題都全部涵蓋。而議題領域的選定，一個標準是實務面的，也就是上述的十八大

前後變化幅度較大者優先。另一個標準，則是在概念架構層面，本章採用長期研究

中國大陸央地關係，在國際學界廣為人知的學者Jae Ho Chung，從1990年代至今，

持續使用的議題三分法架構：治理性政策（governance policy）議題（包括幹部人

事管理，以及由文件、會議、巡查等構成的資訊流動溝通議題）、資源政策（re-

source policy）議題（包括財稅預算、投資、發展規劃、建設項目、物資分配、補

貼等），以及實質政策（substantive policy）議題（包括以上兩種政策之外的所有

其他政策）（Chung, 1995: 497-501; Chung, 2016: 90-114）。本章第二節到第四節，

將針對以上三種議題，討論十八大以來，央地關係變化最顯著的部分。第二節討論

資源政策領域內的財政稅收議題，第三節討論治理政策領域內的幹部人事議題，第

四節討論實質政策領域內，在政策執行層面，影響整個領域的系統性現象―「頂

層設計」與「為官不為」。第五節將歸納整理前三節的研究發現，並初步蠡測未來

的發展方向。

貳、財政稅收議題上的延續與變化

一、財政收入面

如前所言，從資源汲取的角度來看，財稅收入在任何國家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

分配，本身即具有零和性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期的這種零和衝突，造成從1980

年到1993年的財政分權時期，國家財政的「兩個比例」不斷下滑。第一個比例（全

國各級政府預算收入／全國當年GDP）下滑，反映出政府無法隨著經濟成長而等比

例、等速度的提昇其公共服務。第二個比例（中央政府預算收入／全國各級政府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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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收入或全國當年GDP）下滑，則反映出中央政府提供某些特定公共財（國防、外

交、宏觀經濟調控等）的能力和資源不足，而成為1980年代中國大陸經濟週期性劇

烈波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徐斯勤，2004：6-11）。因此，財政分權乃於1994年起，

被尋求財政相對集權的分稅制所取代。相對集權的主要影響，在於改變了先前中央

與省級政府在財政預算收入上的分配規則；主要是將全國稅收中相對比例最高的增

值稅，讓中央分得75%，省級則只分得25%。2從表4-1可以看出，第一個比例（F

欄）從1999年開始，超過了分稅制前1993年的水準，並且逐年穩定攀升，近年來維

持在20%以上。第二個比例（G欄），從1994到2010年，多數年份中都維持在50%

以上，2010年起緩步下滑，但在2016年仍維持在45%以上，還是明顯高於分稅制之

前的比例。

表4-1　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轉移支付、兩個比例

（單位：百萬人民幣）

全國財政

預算收入

(A)

中央對地方

轉移支付

(B)

地方對中央

轉移支付

(C)

轉移支付前

中央財政

預算收入

(D)

轉移支付前

地方財政

預算收入

(E)

(A)/GDP
(percentage)

(F)

(D)/(A)
(percentage)

(G)

1992 3,483.37 526.71 558.64 979.51 2,503.86 12.87 28.12

1993 4,348.95 515.10 574.27 957.51 3,391.44 12.24 22.02

1994 5,218.10 1911.27 570.05 2906.5 2,311.60 10.77 55.70

1995 6,242.20 2027.25 610.01 3256.62 2,985.58 10.21 52.17

1996 7,407.99 2178.02 603.88 3661.07 3,746.92 10.35 49.42

1997 8,651.14 2856.67 603.80 4226.92 4,424.22 10.89 48.86

1998 9,875.95 3321.51 597.13 4892.00 4,983.95 11.63 49.53

1999 11,444.08 4086.61 598.13 5849.21 5,594.87 12.69 51.11

2 本文在討論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與支出時，只討論預算收入與預算收支，而不包括預算外收入
與預算外支出。主要理由之一，在於2011年起，預算外資金被取消，被全面納入預算資金管理。
2010年6月，財政部公布《關於將按預算外資金管理的收入納入預算管理的通知》，規定自2011年
1月1日起，中央各部門各單位的全部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管理，收入全額上繳國庫，支出通過公
共財政預算或政府性基金預算安排。地方各級財政部門要按照國務院規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將
全部預算外收支納入預算管理。相應修訂《政府收支分類科目》，取消全部預算外收支科目（中

國財經網，2012）。關於預算外收支已往的重要性，及其與預算內收支之間的差異，（徐斯勤，
20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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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財政

預算收入

(A)

中央對地方

轉移支付

(B)

地方對中央

轉移支付

(C)

轉移支付前

中央財政

預算收入

(D)

轉移支付前

地方財政

預算收入

(E)

(A)/GDP
(percentage)

(F)

(D)/(A)
(percentage)

(G)

2000 13,395.23 4665.31 599.12 6989.17 6,406.06 13.43 52.18

2001 16,386.04 6001.95 590.96 8582.74 7,803.30 14.86 52.38

2002 18,903.64 7351.77 637.96 10388.64 8,515.00 15.62 54.96

2003 21,715.25 8261.41 618.56 11865.27 9,849.98 15.90 54.64

2004 26,396.47 10407.96 607.17 14503.1 11,893.37 16.42 54.94

2005 31,649.29 11484.02 713.85 16548.53 15,100.76 17.03 52.29

2006 38,760.20 13501.45 782.54 20456.62 18,303.58 17.81 52.78

2007 51,321.78 18137.89 850.50 27749.16 23,572.62 19.15 54.07

2008 61,330.35 22990.76 939.93 32680.56 28,649.79 19.36 53.29

2009 68,518.30 28563.79 n.a. 35915.71 32,602.59 19.82 52.42

2010 83,101.51 32341.09 990.93 42488.47 40,613.04 20.32 51.13

2011 103,874.43 39921.21 1078.3 51327.32 52,547.11 21.46 49.41

2012 117,253.52 45361.38 1152.74 56175.23 61,078.29 21.95 47.91

2013 129,209.64 48037.00 n.a. 60211.48 68,998.16 21.97 46.60

2014 140,370.03 51591.04 1377.22 64493.45 75,876.58 21.80 45.95

2015 152,269.23 55097.51 1433.88 69267.19 83,002.04 22.10 45.49

2016 159,604.97 59810.00 1350.64 72365.62 87,239.35 21.46 45.34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92-2016）。

上述的財政收入面趨勢，從十八大之前到之後，有兩個重點值得注意。首先，

分稅制下有利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基本架構和分配規則並無根本的變動，保持其延續

性。其次，在央地財政收入的分配上，從2012年開始試點，而在十八大之後加速擴

大範圍乃至全面鋪開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以下簡稱「營改增」），將會成為

給央地之間相對分配比例帶來變化的重要因素。究竟這個因素，未來在多大程度上

會抑制甚或反轉2010年起第二個比例的逐年緩降，則仍須視那些日後與營改增相互

配套的其他政策調整而定。

在中國大陸的稅收體系中，營業稅早在改革開放前便已存在，但是增值稅則

是到了1984年的第二步利改稅時期才開始引入。分稅制體系中，營業稅主要針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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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來徵收，而增值稅則用於製造業。營業稅相對於增值稅而言，徵收較為便利，

但營業稅存在較大的重複徵稅問題以及無法實行出口退稅的問題。而增值稅因為

允許抵扣而利於消除重複徵稅，也允許實行出口退稅。所以，倘使以增值稅代替營

業稅，將有利於減輕企業稅負、促進服務業內部的分工和協作、推動服務業外包、

推進服務業的對外出口（梁強、賈康，2013；潘明星，2013）。主要基於這些經濟

性理由，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從2011年起，從試點開始，逐步推動營改增。2011年，

經國務院批准，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關於在上海市開展交通運輸業和

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從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

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試點。2012年7月，發布《關於在北京等8省市開展交

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推動從8月1日起至年

底，擴大試點至上海之外的另外8省市。2013年5月，發布《關於在全國開展交通運

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稅收政策的通知》，從2013年8月1日

開始實施，此時便將試點擴大到全國，並將廣播影視服務業也納入試點範圍。2013

年12月，發布《關於將鐵路運輸和郵政業納入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由

2014年1月1日起實施。 2014年4月，發布《關於將電信業納入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

點的通知》。2016年3月18日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後，發布《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

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決定從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推開營改增試

點，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全部納入營改增試點（周彬、杜兩

省，2016：27）。來到此一階段後，營業稅形同不再徵收，原有對象和範圍完全被

增值稅制度所取代。

從以上發展歷程不難看出，到2012年為止，營改增的試點只在局部地區實施，

而2013年8月起，在地理範圍上便擴展到全國了。換言之，增值稅最後全面取代營

業稅的關鍵階段，是發生在十八大之後。然而，營改增的影響，不僅止於經濟面和

產業面；分稅制架構下，營業稅收入全部歸由地方政府，而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

的財政收入來源。表4-2顯示，從2006至2013年，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稅收當中，營

業稅都佔到30%以上，而其他任何稅種所占比例都不到10%，差距頗為明顯。如果

營改增在所有地區和所有範圍內長期實施，則由於地方政府按現行稅制，只能分到

增值稅收入的25%，因此在許多地區的地方收入已經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勢必使問

題更為嚴重。從這個角度看來，營改增對於中央和地方之間在財政收入上的相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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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即使不是中央的意圖，但如果沒有其他配套措施的調節，將在實際後果上使得

收入面的利益分配更進一步向中央傾斜。因此，營改增不能不說是十八大之後，在

央地關係的收入面上，與已往的政策規則上最明顯的不同之處。

表4-2　中國大陸近年來地方稅收主要來源，2006-2013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度

稅種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A. 地方稅
總收入

15228.21 19252.12 23255.11 26157.43 32701.49 41106.74 47319.08 53890.88

B. 營業稅 4968.17 6379.51 7394.29 8846.88 11004.57 13504.44 15542.91 17154.58
C. B / A 32.62% 33.14% 31.80% 33.82% 33.65% 32.85% 32.85% 31.83%
D. 房產稅 514.85 575.46 680.34 803.66 894.07 1102.39 1372.49 1581.50
E. 土地　
增值稅

231.47 403.10 537.43 719.56 1278.29 2062.61 2719.06 3293.91

F. 耕地　
佔用稅

171.12 185.04 314.41 633.07 888.64 1075.46 1620.71 1808.23

G. 土地　
使用稅

176.81 385.49 816.90 920.98 1004.01 1222.26 1541.71 1718.77

H. 契稅　 867.67 1206.25 1307.54 1735.05 2464.85 2765.73 2874.01 3844.02
I. 資源稅 207.11 261.15 301.76 338.24 417.57 595.87 855.76 960.31
J. 印花稅 202.55 316.60 361.61 402.45 512.52 616.94 691.25 788.81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92-2016）。

為了減輕營改增對於地方稅收的衝擊，中共國務院於2016年4月發布《全面推

開營改增試點後調整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其主要內容包括：

（一）以2014年為基數核定中央返還和地方上繳基數。

（二）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均納入中央和地方共用範圍。

（三）中央分享增值稅的50%。

（四）地方按稅收繳納地分享增值稅的50%。

（五）中央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

（六） 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於加大對

中西部地區的支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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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此一方案的重點在於將增值稅的央地分成比例，由3:1調整為1:1，以及

仿照分稅制初期的稅收返還作法，避免地方在稅收上的既得利益受到減損。此一

文件中也提到，這個由2016年5月1日起實施的方案，其實是屬於過渡階段的措施，

過渡期是兩年到三年。之所以如此，我們可以推論，可能至少有兩個理由。其一，

增值稅的既有3:1分成比例，乃是分稅制達到讓財力向中央集中此一首要目標的基

礎。如今為了營改增，將所有增值稅的來源，都納入了1:1的新比例。這種根本性

的變化，畢竟不宜長久維繫分稅制一貫的核心原則和目的，只適合於短期實行。其

二，稅收返還，也屬於臨時而短期性的補償機制，而非可長可久的正規制度；分稅

制實行初期，同樣為了顧及地方既得利益而採行的稅收返還，在絕對金額與在地方

收入中所佔比例，都在逐漸降低（Hsu, 2016: 41）。

這也就是說，營改增最後對於央地收入分配的影響，要等過渡期結束，其他各

種長久性、穩定性高的配套制度或政策（例如：開發出地方政府稅收來源中新的主

體稅種，以及由於營改增減輕企業稅負而帶來的經濟成長與其他稅收的增加）開始

發揮作用以後，才能明確化。不過，由於上述過渡措施從2016年5月開始實施，因

此我們可以觀察2017年的數據，作為初步探討的線索。

表4-3顯示了2012至2017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每年的預算收入總額及其相

較於前一年的成長率（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總額不包括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和稅

收返還）。對照2017年與之前幾年的數據，有兩個特徵值得注意。首先，從2012至

2016年，地方政府每年的預算收入成長率，都高於中央政府（雖然其間的差距不斷

縮小）。然而，營改增全面推開後，2017的預算收入年成長率卻反倒是中央高於地

方，而且2017年中央領先的差距，比2012到2016的任何一年中地方領先的差距都要

大。其次，2017年中央的預算收入年成長率扭轉了先前的成長率持續下滑的趨勢，

而且高於2012起的任何一年。相反地，2017年地方的預算收入年成長率卻低於2012

起的任何一年。顯然，即使是將增值稅的分成比例調整為1:1，但在缺乏上述其他

過渡期措施配套之下，營改增在收入層面上造成的政策結果，仍然是比較有利於中

央而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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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總額與年成長率，2012-2017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地方政府

預算收入

91469.41 87239.35 83002.04 75876.58 69011.16 61078.29

年成長率 4.85% 5.11% 9.39% 9.95% 12.99% 16.24%
中央政府

預算收入

81123.36 72365.62 69267.19 64493.45 60198.48 56175.23

年成長率 12.10% 4.47% 7.40% 7.13% 7.16% 9.45%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92-2016）；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8a; 2018b）

二、財政支出面

與財政收入面同樣重要，但在多數討論央地財政關係的中英文政治學文獻中

受到忽視的，是財政支出面的問題。尤其在這些文獻論述1994年分稅制所帶來的相

對集權後果時，更是過度偏重收入面議題而輕忽支出面議題。3事實上，改革開放

以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提供公共財與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上，基本上是持續

由上往下移動。換言之，從1980年到1993年的財政收入分權時期，便已是如此。而

1994以後，此種趨勢仍是有增無已。

1980年2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乾」財政管理體制

的暫行規定》，將工業、交通、商業部門中原來均由中央支付的一部分，轉移給

省級。同時，新增的一個重要支出項目―價格補貼（主要是對於農產與部分消

費財），主要也由省級政府負擔。此種調整的結果，十分明顯；比較1978、188、

1989三年當中，中央相對於省級政府在工業／交通／商業項目上支出的相對比例，

分別是56：44、33：67、29：71。而1988與1989的中央相對於省級政府在全國價格

補貼支出上的比例，分別是34.3：65.7，以及38：62（Wong et al. 1995: 116）。

而國務院在推動分稅制下提昇中央政府收入比例的同時，也於1993年12月所

公布的《國務院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中，重新劃分了中央與省級

政府間的財政支出範圍：「中央財政主要承擔國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國家機關運轉

3 例如，英文政治學文獻討論分稅制前後的央地關係或政府行為時，僅有極少數強調應以支出面現
象來補充只觀察收入面現象的偏頗。（Tsui and Wang, 2004; Wong, 200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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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經費，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協調地區發展、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

中央直接管理的事業發展支出。具體包括：國防費，武警經費、外交和援外支出，

中央級行政管理費，中央統管的基本建設投資，中央直屬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新產品

試製費，地質勘探費，由中央財政安排的支農支出，由中央負擔的國內外債務的還

本付息支出，以及中央本級負擔的公檢法支出和文化、教育、衛生、科學等各項事

業費支出。地方財政主要承擔本地區政權機關運轉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區經濟、事業

發展所需支出。具體包括：地方行政管理費，公檢法支出，部分武警經費，民兵事

業費，地方統籌的基本建設投資，地方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新產品試製經費，支農支

出，城市維護和建設經費，地方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費，價格補貼支出以

及其他支出。」如果僅由字面上來看，似乎並無明顯的支出責任下移。但在具體實

踐操作上，有三個因素仍將產生下移效果。第一，中央與地方交叉重疊的項目，例

如基本建設投資、文化、教育、衛生等，由於在該文件中並未進一步說明如何再劃

分彼此責任，因此這意味著將由中央基於其行政上位來做具體規定。第二，全部劃

歸地方政府的所謂「其他支出」，其實包括了像是退休養老、失業保險給付，以及

農業生產與銷售補貼等重大開支。第三，其他開支也包括了醫療保險與其他社會救

濟等社會保障資金，其數額更為龐大（李萍，2006：16-18）。而在2003年，中共

十六屆三中全會，在關於財政體制部分，提到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社會事

務的管理責權」，但基本上並未實質改變上述的1993年國務院文件內容。

分稅制之後的支出責任下移，是在收入劃分往中央集中的背景下發生的，其

結果自然使得地方政府愈來愈難以僅憑藉本級收入，來全盤因應本級的所有必要

支出。單從表4-1的收入面來看，從實施分稅制以來，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其

效果猶如財政補貼），在絕對金額上便不斷提高。如果再配合支出面來觀察，則

如同表4-4所顯示，實施分稅制以後，地方政府必須倚賴中央提供的轉移支付來因

應地方開支的程度，遠高於分稅制以前。雖然十八大以後，從2013到2016的倚賴

程度，比十八大以前有所降低，但仍然明顯高於分稅制前。從表4-4來看，之所以

2013起的依賴程度降低，主要不是因為地方政府支出總額的增加速度加快。從2013

到2016，除了2014年增速較大之外，其他三年的增速其實基本上是小於胡錦濤的第

二任期期間（2007到2012年）。主要原因，如表4-4所顯示，在於中央政府從2013

到2016年間提供的轉移支付，每年的增加速度明顯小於胡錦濤的第二任期期間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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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速度。而此一現象又和前述的十八大以來，第二個比例持續下滑相互吻合；

既然中央在整體財政收入中所佔比例變小，則其能提供的財政補貼增加速度放緩，

並不意外。

表4-4　地方政府支出對於中央轉移支付的依賴，1992-2016

（單位：百萬人民幣）

年份
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

轉移支付總金額
地方政府支出總額

地方支出依賴

中央轉移程度（%）
1992 526.71 2571.76 20.48
1993 515.10 3330.24 15.47
1994 1911.27 4038.19 47.33
1995 2027.25 4828.33 41.99
1996 2178.02 5786.28 37.64
1997 2856.67 6701.06 42.63
1998 3321.51 7672.58 43.29
1999 4086.61 9035.34 45.23
2000 4665.31 10366.65 45.00
2001 6001.95 13134.56 45.70
2002 7351.77 15281.45 48.11
2003 8261.41 17229.85 47.95
2004 10407.96 20592.81 50.54
2005 11484.02 24932.39 46.06
2006 13501.45 30431.43 44.37
2007 18137.89 38339.29 47.31
2008 22990.76 49248.49 46.68
2009 28563.79 61044.14 46.79
2010 32341.09 73884.43 43.77
2011 39921.21 92733.68 43.05
2012 45361.38 107188.34 42.32
2013 48037.00 119740.34 40.12
2014 51591.04 129215.49 39.93
2015 55097.51 150335.62 36.65
2016 59810.00 160351.36 37.30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9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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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以後的央地財政分配體制下，地方政府入不敷出，除了造成依賴中央

轉移支付之外，也導致愈趨嚴重的龐大地方債務問題。根據中國大陸審計署對地

方政府債務進行審計，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大陸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

務總額為人民幣20兆6988.65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債務總額10兆8859.17億元，占

總額的52.6%。可是，地方政府債務另外還包括所謂隱性債務部分：負有擔保而

非償還責任的債務（2兆6655.77億元），以及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4兆

3393.72億元）。當加入隱性債務後，地方政府債務共計17兆8908.66億元（吳明

澤，2017）。如果用2013年中國大陸GDP總額56兆8845億元來計算，則地方債佔當

年GDP的31.45%，而倘若再加入略小於地方債務的中央政府債務，那麼根據中國

人民銀行的官員分析，二者的總和在2014年大致上已超過國際上一般認為不可超過

當年GDP之60%的警戒線（中時電子報，2017）。

來到最近，若以最新的數據來看，則負債造成的規模和比例更形嚴重。如果

我們全面性觀察中國大陸的整體負債水準，則當同時採計國際上通用的標準―包

括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全體居民三者。在政府部門負債部分，根據中國社科院世

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員，採計官方發布的最近期數字―中國大陸審計署發

布的2017年年底的政府債務，再採計其他應計入而官方未計入的債務，則2017年年

底，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顯性加隱性債務，共計42兆1556億元，中央政府債務共計

13兆4770億元，兩者合計55兆6327億元，佔2017年中國大陸GDP總額82兆7122億元

的67.26%，仍超過60%的警戒線（張明，朱子陽，2018）。在企業部門負債部分，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機構本外幣信貸收支表》當中〈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

貸款〉的數據，2017年底企業貸款餘額加上債券，共99兆3500億元，占GDP總額的

120.11%。但是，在中國大陸的情形，還必須再加上影子銀行信貸，加入後則企業

負債共計約144兆7400億元，約占當年GDP總額175%（金建方，2018）。在居民負

債部分，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機構本外幣信貸收支表》所顯示的數據，2017

年年底的全國總額是40兆5150億元，佔GDP總額的48.98%。這個比例看來比許多

西方國家要低，可是如果將分母改為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則2017年中國大陸全國

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約為36兆1000億元，亦即居民總負債佔總收入的112%，這又

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要高（路財主，2018）。上述三大部門的負債佔GDP總額

的比例，在2017年年底，高達2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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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大陸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指出，政府部門負債當中，地方債的

結構性原因，在於財政體制造成地方收支失衡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訴諸五花八門

的融資平臺，來因應地方各種建設與支出需求（賈康，2013：8-9）。對照本文前

述，中央在十八大後，更改央地之間稅收分配規則，侵蝕地方重要稅基的營業稅，

因此如果再不從支出層面上減輕地方政府負擔，那麼中央必須持續大量補貼地方財

政的問題，以及已然失控的地方債問題，都將無法改善。

在此種背景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提出的十六項改革領域，第五項便是「深化財稅體制改

革」，其中提到：「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

係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專案建設

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逐步理順事權關係；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

權。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中央可通過安排轉移支付

將部分事權支出責任委託地方承擔。對於跨區域且對其他地區影響較大的公共服

務，中央通過轉移支付承擔一部分地方事權支出責任。」顯然，此處強調的重點，

在於提高中央政府在整體財政支出中相對於地方政府的比重。沿著此種基本方向，

2014年6月政治局審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所列舉的三大重要

工作之一，乃是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體穩定的前提下，進一步理順中央和

地方收入劃分，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促進權力和責任、辦事和花錢相

統一，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然而，這些原則性的文件，並未真正提

出如何重新劃分的具體方案。直到2016年8月所發布的《國務院關於推進中央與地

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才明確的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

事權給予界定。表4-5將2016年與上述的歷次主要劃分方案，進行歸納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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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責任劃分歷次方案演進

1994年 2003年 2013年 2016年
中央

支出責任

主要承擔國家安全、

外交和中央國家機關

運作所需經費，調整

國家經濟結構、協調

地區發展、實施宏觀

調控所必需的支出以

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

事業發展支出。

屬於全國性和跨省

（自治區、直轄

市）的事務，由中

央管理。

國防、外交、國家

安全、關係到全國

統一市場規則和管

理等，由中央承

擔。

國防、外交、國家安全出

入境管理、國防公路、國

界河湖治理、全國性重大

傳染病防治、全國性大通

道、全國性戰略性自然資

源使用和保護等基本公共

服務。

地方

支出責任

主要承擔本地區政權

機關運作所需支出以

及本地區經濟、事業

發展所需支出。

屬於面向本行政區

域的地方性事務，

由地方管理，。

區域性公共服務由

地方承擔。

社會治安、市政交通、農

村公路、城鄉社區事務

等，受益範圍地域性強、

資訊較為複雜且主要與當

地居民密切相關的基本公

共服務。

共同

支出責任

屬於中央和地方共

同管理的事務，要

區別不同情況，明

確各自的管理範

圍，分清主次責

任。

部分社會保障、跨

區域重大專案建設

維護等，由中央和

地方共同承擔。

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科

技研發、公共文化、基

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和

公共衛生、城鄉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就業、糧食安

全、跨省（區、市）重大

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和環境

保護與治理等體現中央戰

略意圖、跨省（區、市）

且具有地域管理資訊優勢

的基本公共服務

上述的2016年國務院文件，與十八大以前歷次劃分央地支出的措施，有三點

較明顯的不同。首先是在內容上，除了在中央支出與地方支出的項目上，比1993年

文件的規定項目稍有增加外，主要是針對雙方共同的支出責任，劃定了歷來所無的

既有一般原則又有明確細目的範圍。同時，也刪除了1993年文件中，歸諸於地方支

出而可能造成龐大負擔的所謂「其他支出」。此外，雖然本章不擬討論省與省以下

政府間的財政關係，但值得注意的是，2016國務院文件也指出，必須加快省以下財

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具體的要求是「將部分適宜由更高一級政府承擔的基本公

共服務職能上移，明確省級政府在保持區域內經濟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協調發展、

推進區域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的職責。將有關居民生活、社會治安、城鄉

建設、公共設施管理等適宜由基層政府發揮資訊、管理優勢的基本公共服務職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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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強化基層政府貫徹執行國家政策和上級政府政策的責任。」這也是已往劃分措

施所忽略的重點之一。

其次，則是要求在一定的時間內，安排逐步推進的進度，使得重新劃分支出

責任的工作，能落實到位，而這也是十八大之前所不曾見到的。在這方面，文件中

規定了三個階段：「1. 2016年。有關部門要按照本指導意見要求，研究制定相關基

本公共服務領域改革具體實施方案。選取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

公共服務領域率先啟動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同時，部署推進省以下相關

領域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2. 2017-2018年。總結相關領域中央與地方財

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經驗，結合實際、循序漸進，爭取在教育、醫療衛生、

環境保護、交通運輸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參照中央改革進程，加

快推進省以下相關領域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3. 2019-2020年。基本完成

主要領域改革，形成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清晰框架。及時總結改

革成果，梳理需要上升為法律法規的內容，適時制修訂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研究

起草政府間財政關係法，推動形成保障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科學合理的法律

體系。督促地方完成主要領域改革，形成省以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清晰框

架。」

第三，已往的劃分，都忽略了一個核心問題：央地財政支出的劃分，表面上

看來，是縱向關係的界定。然而，實際上這種整體性的縱向關係，涉及在橫向層面

上，不同的政府職能部門在本身領域內，自行對於不同層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做出

剛性的劃分規定。因此，此次國務院文件中也特別在不同部門的職責分工方案面，

提出以下要求：「財政部、中央編辦等有關部門主要負責組織、協調、指導、督促

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工作。各職能部門要落實部門主體責

任，根據本指導意見，在廣泛徵求有關部門和地方意見基礎上，研究提出本部門所

涉及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改革具體實施方案，按程式報請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後實

施。在改革實施過程中，有關部門要妥善處理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

帶來的職能調整以及人員、資產劃轉等事項，積極配合推動制訂或修改相關法律、

行政法規中關於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規定。」

如果在財政收入面上，中央擴大權力的趨勢不變，那麼在支出責任層面能否順

利完成中央所試圖達成的上述目標，顯然就成為能否緩解央地財政關係上現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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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因素。按照上述的時程進度規劃看來，目前還無法判斷其具體成效。然而，

我們可以觀察至少兩個重要變數，如何影響重新釐定央地支出的結果和成效。第

一個變數，是本文先前談到1993文件時所說的，對於中央和地方共同支出責任的項

目，每個項目內如何再做細部劃分，十分關鍵。就2016文件的時程規劃而言，第二

階段（2017到2018年），是針對共同支出責任的那些領域，確立細部劃分的重點階

段。在這方面，國務院在2018年2月發佈了至為關鍵的文件：《基本公共服務領域

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劃分細節如表4-6。表4-6中

不同的檔次，是指中央將不同省級地區，按照經濟發展與財力的高下，劃分為不同

種類，釐訂不同的分擔比例標準。第一檔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

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2個省（區、市）；第二檔包括河

北、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10個省；第三檔

包括遼寧、福建、山東3個省，；第四檔包括天津、江蘇、浙江、廣東4個省（市）

和大連、寧波、廈門、青島、深圳5個計畫單列市；第五檔包括北京、上海2個直轄

市。從政策與制度設計來看，這個方案應該可以說是值得重視的突破。但若從政策

效果來看，由於此一方案將在2019年才開始具體實施，因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這個

重劃方案能夠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入不敷出、高度依賴中央的困境，尤其是如果再加

上營改增的長期影響，最後的結果還有待觀察。

表4-6　2018年國務院重新劃分的中央與地方共同支出責任

共同支出責任事項 基礎標準 支出責任及分擔方式

義務教育 1. 公用經費保障 中央統一制定基準定額。在此基礎

上，繼續按規定提高寄宿制學校等

公用經費水平，並單獨核定義務教

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和隨班就讀殘

及學生公用經費等。

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擔。第一檔為

8：2，第二檔為6：4，其他為5：
5。

2. 免費提供教科
書

中央制定免費提供國家規定課程教

科書和免費為小學一年級新生提

供正版學生字典補助標準，地方

制定免費提供地方課程教科書補助

標準。

免費提供國家規定課程教科書和免

費為小學一年級提供正版學生字典

所需經費，由中央財政承擔；免費

提供地方課程教科書所需經費，由

地方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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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支出責任事項 基礎標準 支出責任及分擔方式

義務教育 3. 家庭經濟困難
學生生活補助

中央制定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和人

口較少民族寄宿生生活補助國家基

礎標準。中央按國家基礎標準的依

定比例核定家庭經濟困難非寄宿生

生活補助標準，各地可以結合實

際分檔確定非寄宿生具體生活補助

標準。

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擔，各地區為

5：5，對人口較少民族寄宿生增
加安排生活補助所需經費，由中央

財政負擔。

4. 貧困地區學生
營養膳食補助

中央統一制定膳食補助國家基礎

標準。

國家試點所需經費，由中央財政承

擔；地方試點所需經費，由地方財

政統籌安排，中央財政給予生均定

額獎補。

學生獎勵 5. 中等職業教育
國家補助金

中央制定資助標準。 中央與地方分檔按比例分擔。第一

檔分擔比例統一為8：2；第二檔，
生源地為第一檔區的，分擔比例為

8：2，生源地為其他地區的，分擔
比例為6：4；第三檔、第四檔、第
五檔，生源地為第一檔區的，分擔

比例為6：4，生源地為其他地區
的，與就讀地區分擔比例一致，分

別為5：5、3：7、1：9。
6. 中等職業教育
免學費補助

中央制地測算補助標準，地方可以

結合實際確定具體補助標準。

中央統一實施的免學費補助所需經

費，由中央與地方分檔按比例分

擔。第一檔分擔比例統一為8：2；
第二檔，生源地為第一檔地區的，

分擔比例為8：2，生源地區為其他
地區的，分擔比例為6：4；第三
檔、第四檔、第五檔，生源地區為

第一檔地區的，分擔比例為8：2，
生源地區為第二檔地區的，分擔比

例為6：4，生源地為其他地區的，
與就讀地區分擔比例一致，分別為

5：5、3：7、1：9。
7. 普通高中教育
國家助學金

中央制定平均資助標準，地方可

以按規定結合實際確定分檔資助

標準。

所需經費由中央與地方分檔按比例

分擔。第一檔為8：2，第二檔為
6：4，第三檔為5：5，第四檔為
3：7，第五檔為1：9。

8. 普通高中教育
免學費補助

中央逐省核定補助標準，地方可以

結合實際確定具體補助標準。

中央統一實施的免學雜費補助所需

經費，由中央與地方分檔按比例分

擔。第一檔為8：2，第二檔為6：
4，第三檔為5：5，第四檔為3：
7，第五檔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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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支出責任事項 基礎標準 支出責任及分擔方式

基本就業

服務

9. 基本公共就業
服務

由地方結合實際制定標準。 主要依據地方財力狀況、保障對向

數量等因素確定。

基本養老

保險

10. 城鄉居民基
本養老保險

補助

由中央制定基礎標準。 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部分，

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擔。中央與

對第一檔和第二檔承擔全部支出責

任，其他為5：5。
基本醫療

保障

11. 城鄉居民基
本醫療保險

補助

由中央制定指導性補助標準，地方

結合實際確定具體補助標準。

中央與地方分檔按比例分擔。第一

檔為8：2，第二檔為6：4，第三
檔為5：5，第四檔為3：7，第五
檔為1：9。

12. 醫療救助 由地方結合實際制定標準。 主要依據地方財力狀況、保障對向

數量等因素確定。

基本衛生

計生

13. 基本公共衛
生服務

由中央制定基礎標準。 中央與地方分檔按比例分擔。第一

檔為8：2，第二檔為6：4，第三
檔為5：5，第四檔為3：7，第五
檔為1：9。

14. 計畫生育扶
助標準

由中央制定基礎標準。 中央與地方分檔按比例分擔。第一

檔為8：2，第二檔為6：4，第三
檔為5：5，第四檔為3：7，第五
檔為1：9。

基本生活

救助

15. 困難群眾救
助

由地方結合實際制定標準。 主要依據地方財力狀況、保障對向

數量等因素確定。

16. 受災人員救
助

中央制定補助標準，地方可以結合

實際確定救助標準。

對遭受重特大自然災害的省份，中

央財政按規定的補助標準給予適當

補助，災害救助所需其餘資金由地

方財政承擔。

17. 殘疾人服務 由地方結合實際制定標準。 主要依據地方財力狀況、保障對向

數量等因素確定。

基本住房

保障

18. 城鄉保障性
安 居 工 程

（包括城鎮

保障性安居

工程和農村

為 房 改 造

等）

由地方結合實際制定標準。 主要依據地方財力狀況、保障對向

數量等因素確定。

資料來源： 2018年2月國務院發布《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
方案》

第二個變數，也涉及不同的政策領域或政府職能，如何從本位觀點走向協調，

但其範圍則是從行政部門延伸到立法部門。1993到1995年，實施分稅制前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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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全國人大在農業、科學技術、教育三個領域中，首次通過制定了全國性的相關

法律。而三部法律，不約而同都針對該政策領域中，政府支出的責任，做出剛性規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1993年7月2日全國人大通過）第38條規定：「國

家逐步提高農業投入的總體水準。中央和縣級以上地方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

增長幅度應當高於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

進步法》（1993年7月2日全國人大通過）第59條規定：「國家逐步提高科學技術經

費投入的總體水準；國家財政用於科學技術經費的增長幅度，應當高於國家財政經

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全社會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經費應當占國內生產總值適當的比

例，並逐步提高。」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全國人大通

過）第56條則規定：「各級人民政府的教育經費支出，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

則，在財政預算中單獨列項。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應當高於財政經常

性收入的增長，並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保證教師工資和學生

人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雖然這些剛性規定，同時規範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但基

於兩個因素，使得地方而非中央政府面臨實質上更大的支出壓力：第一，分稅制以

來，財政收入相對不足存在於地方而非中央政府；第二，行政部門在多大程度上確

切執行了這些剛性的立法規定，在中共的黨國體制下，受到來自同級立法部門的監

督壓力相對可能不大，但是壓力主要將來自上級行政部門。換言之，如果中央的行

政部門未能落實，將不會像地方行政部門未能落實那樣更容易被要求改變調整。所

以，全國人大是否將修改這些給地方政府支出帶來更大壓力的條文―屬於2016國

務院文件中第三階段的工作―也值得關注。

參、幹部人事議題上的延續與變化

一、地方幹部人事任免制度規則的延續與變化

十八大以後，中共國內議題上最受到中國大陸國內外矚目的，可能就是幹部人

事任免上的劇烈變化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上而下、由中央主導發動的大規模

反貪腐，造成大量的各級官員遭到撤職查辦，或則以黨紀，或則以司法處理。由於

其中絕大多數是地方官員，因此中央大幅改變了透過原有幹部管理制度所塑造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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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事任免結果，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在此議題上中央權力的陡然升高。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到，十八大之前，長久以來，幹部人事議題上的央地關

係，主要是受到改革開放時期愈來愈傾向制度化的趨勢所形塑的（寇健文，2010：

43-258）。近年來針對省級人事任免的實證性研究，也顯示像是年齡、政績等具有

制度化特性的因素，持續發揮重要的影響（周黎安，2007；Hsu, 2013）。十八大

之後上述的中央權力看來陡然上升，是因為在幹部人事上的制度主體之外，加入了

來自幹部人事管理領域之外其他議題（反貪腐議題），同時也在程度上少見的大幅

汰換性措施，才帶來可觀的改變。所以，在以下論述與這些汰換措施相關的改變之

前，必須指出，幹部人事制度的基本架構，尤其是中央對於地方人事任免，仍然憑

藉制度化的考核標準，這部分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改弦易轍。另一方面，制度化考核

任免的具體操作上，卻也開始出現可能逐漸累積的變化因子。這種因子，主要是

習近平提出的所謂「四不唯」。習近平在2013年11月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

調，選人用人工作要堅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年齡、不唯GDP」。而在2014年

1月中共中央修訂後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內，也有許多修訂之處

是在呼應「四不唯」的要求。

所謂不唯票，是指在選拔與考核中，進行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時，不能只考

慮群眾的票數，以免那些無所作為以免得罪人，或特別擅長於人際關係者，取巧得

利。所謂不唯分，是指選拔幹部而進行考試時，不能只看得分高低，以免那些善於

考試但缺乏實際工作能力者得利。所謂不唯年齡，是指如果年齡較高者具有優異能

力和表現，則應適時突破屆齡下崗的規定，以及年齡較輕者即使表現突出，也必須

審慎考量是否給予提拔。甚至，同一個組織內層級相近的幹部間的金字塔型年齡分

布，也要避免。所謂不唯GDP，是指一方面在地方幹部的績效考核上，要採用經濟

發展、GDP為主之外的其他多元標準，尤其是那些長期性的、潛在而不易外顯型態

的政績。另一方面，不僅要注重地方幹部的政績與才幹，也要同時注重其品德操守

（趙雲，2013）。

這四項要求，其實顯現的是古今中外大多數組織在大多數時候都會面臨的兩

難：如果將某些規則或制度加以固化，嚴格執行，那麼優點是能杜絕由於容許例外

而帶來的徇私與不公，但缺點是難免在某些個案中出現由於執著於遵守形式化指

標，而造成外在形式和實質內涵上的脫節。換言之，這四項要求相對於原來嚴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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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那四種制度標準，彼此都沒有絕對的正確或絕對的錯誤。然而，如果從央地幹部

人事關係的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是，四不唯當中的每一項，其實都在不同程度上

造成中央藉由修改制度規則，弱化了那些主要來自地方因素而在人事任免中所產生

的影響；民主推薦或測評的投票，是地方黨政組織內反映多數地方幹部偏好的機

制。選拔用人的考試成績，是地方上應考角逐職位者學識內涵表現的重要部分。年

齡的金字塔結構分布，本質上是在梯隊接班的既有制度下，所反映出的地方幹部群

體特徵。4而地方在經濟成長上的GDP數據，更是匯聚不同的地方性相關因素（不

只是地方官員本身的能力）後的綜合體現。雖然，到目前為止，還缺乏系統性資

料，來測度四不唯相對於原有的制度化規則架構，究竟在實際的地方人事任免上產

生了多大影響。但是，中央這些弱化地方因素影響的規則修改，大體而言也是十八

大之前所未曾見到的。

二、省級官員幹部任免結果上中央影響力的增加

如前所言，來自幹部任免規則之外的因素―十八大後中央主導的反貪腐行動

―帶來地方幹部任免實際結果上的大幅變化。由於在反貪腐中落馬的全國所有地

方官員，數量頗大，所以本文在此只以省級官員幹部的變動為例，來檢視變動的規

模。表4-7整理歸納了十八大以後，從2012年12月到2018年8月遭到撤職查辦的省級

官員清單（不包括解放軍的省級領導部分，也不包括中央部委級官員），共計121

人，遍及所有省級行政區。在不到六年期間，有如許多的省級官員遭到撤職查辦，

乃是改革開放以來未曾有過的高頻次現象。倘若從央地相對權力的角度來看，可以

說省級官員原來受到整體的菁英制度化中「任期保障」的支撐，鮮少在任期結束前

失去其職位和權力。5然而，表4-7顯示，這種保障的作用，被中央大幅削弱。

4 關於梯隊接班的意義、內涵與制度規則。參見寇健文（2010：198-199）。
5 關於任期保障的意義與內涵，參見寇健文（2010：20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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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十八大」後遭到撤職查辦的省級官員（2012年12月至2018年8月）

姓名 撤職前職稱
撤職消息

披露時間

移送司法

程序時間

李春城 四川省委副書記 2012年12月 2014年4月
倪發科 安徽省副省長 2013年6月 2013年9月
郭永祥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文聯主席 2013年6月 2014年4月
王素毅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長 2013年6月 2013年9月
李達球 廣西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區總工會主席 2013年7月 2013年9月
季建業 江蘇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 2013年10月 2014年1月
廖少華 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委書記 2013年10月 2014年5月
陳柏槐 湖北省政協副主席 2013年11月 2014年3月
郭有明 湖北省副省長 2013年11月 2014年4月
陳安眾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總工會主席 2013年12月 2014年5月
童名謙 湖南省政協副主席 2013年12月 2014年1月
楊剛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12月 2014年7月
李崇禧 四川省政協主席 2013年12月 2014年9月
冀文林 海南省副省長 2014年2月 2014年7月
祝作利 陝西省政協副主席 2014年2月 2014年8月
金道銘 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書記 2014年2月 2014年12月
沈培平 雲南省副省長 2014年3月 2014年8月
姚木根 江西省副省長 2014年3月 2014年8月
毛小兵 青海省委常委、西寧市委書記 2014年4月 2014年7月
譚棲偉 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4年5月 2014年9月
陽寶華 湖南省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席 2014年5月 2014年7月
趙智勇 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 2014年6月 ―

杜善學 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 2014年6月 2015年2月
令政策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2014年6月 2015年8月
萬慶良 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 2014年6月 2014年10月
譚力 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長 2014年7月 2014年9月
韓先聰 安徽省政協副主席 2014年7月 2014年12月
張田欣 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 2014年7月 ―

武長順 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長 2014年7月 2015年2月
陳鐵新 遼寧省政協副主席 2014年7月 2014年10月
陳川平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 2014年8月 2015年2月
聶春玉 山西省委常委、秘書長 2014年8月 2015年2月
白雲 山西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2014年8月 2015年2月
任潤厚 山西省副省長 2014年8月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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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撤職前職稱
撤職消息

披露時間

移送司法

程序時間

潘逸陽 內蒙古黨委常委、常務副主席 2014年9月 2015年10月
秦玉海 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 2014年9月 2015年2月
趙少麟 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 2014年10月 2015年8月
梁濱 河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 2014年11月 2015年1月
隋鳳富 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農墾總局黨委書記、局長 2014年11月 2015年2月
朱明國 廣東省政協主席 2014年11月 2015年2月
王敏 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 2014年12月 2015年2月
韓學鍵 黑龍江省委常委、大慶市委書記 2014年12月 2015年4月
楊衛澤 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 2015年1月 2015年7月
陸武成 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2015年1月 2015年5月
斯鑫良 浙江省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席 2015年2月 2015年6月
許愛民 江西省政協副主席 2015年2月 ―

景春華 河北省委常委、秘書長 2015年3月 2015年5月
栗智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2015年3月 2015年7月
仇和 雲南省委副書記 2015年3月 2015年7月
徐建一 一汽車集團董事長，曾任吉林省委常委、吉林市委書記 2015年3月 2015年8月
徐鋼 福建副省長 2015年3月 2015年7月
余遠輝 廣西黨委常委、南寧市委書記 2015年5月 2015年10月
韓志然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2015年6月 ―

樂大克 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5年6月 2015年10月
周本順 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15年7月 2015年10月
趙黎平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 2015年3月 2015年7月
穀春立 吉林省副省長 2015年8月 2015年10月
蘇樹林 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 2015年10月 2017年7月
白雪山 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2015年11月 2015年12月
艾寶俊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 2015年11月 2016年1月
呂錫文 北京市委副書記 2015年11月 2016年1月
孫清雲 陝西政協副主席 2015年11月 ―

蓋如垠 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 2015年12月 2016年2月
顏世元 山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2015年 ―

劉志勇 廣西政協副主席 2015年 ―

曹建方 雲南省委常委、秘書長 2015年 ―

魏宏 四川省委副書記、省長 2016年1月 ―

陳雪楓 河南省委常委、洛陽市委書記 2016年1月 2016年6月
劉禮祖 江西政協副主席 2016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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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撤職前職稱
撤職消息

披露時間

移送司法

程序時間

賀家鐵 湖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2016年2月 ―

劉志庚 廣東省副省長 2016年2月 2016年4月
王瑉 遼寧省委原書記 2016年3月 2016年8月
盧子躍 浙江省政府黨組成員，寧波市長 2016年3月 2016年6月
王陽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6年3月 2016年6月
李嘉 廣東省委常委、珠海市委書記 2016年3月 2017年3月
張力夫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2016年3月 ―

蘇宏章 遼寧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2016年4月 2016年7月
楊魯豫 濟南市委副書記、市長 2016年4月 2016年7月
李成雲 四川省原副省長 2016年4月 2016年7月
張越 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2016年4月 2016年7月
孔令中 貴州省政協副主席 2016年4月 ―

楊振超 安徽省副省長 2016年5月 2016年7月
李雲峰 江蘇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2016年5月 2017年4月
賴德榮 廣西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2016年7月 ―

尹海林 天津市副市長 2016年8月 2017年1月
鄭玉焯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6年8月 2016年8月
黃興國 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 2016年9月 2017年1月
陳樹隆 安徽省副省長 2016年11月 2017年5月
張文雄 湖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2016年11月 2017年2月
吳天君 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書記 2016年11月 2017年1月
虞海燕 甘肅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2017年1月 2017年6月
李立國 民政部原黨組書記、部長 2017年2月 ―

竇玉沛 民政部原黨組成員、副部長 2017年2月 ―

李文科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7年2月 2017年5月
陳旭 上海市檢察院原檢察長 2017年3月 2017年5月
楊崇勇 河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 2017年4月 2017年7月
周春雨 安徽省副省長 2017年4月 2017年7月
魏民洲 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7年5月 2017年8月
劉新齊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原黨委副書記、司令員 2017年5月 ―

劉善橋 湖北省政協副主席 2017年6月 2017年9月
王宏江 天津市委原常委、統戰部長 2017年7月 ―

王三運 甘肅原省委書記 2017年7月 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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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撤職前職稱
撤職消息

披露時間

移送司法

程序時間

周化辰 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2017年3月
（2018年6月
二度被查）

許前飛 江蘇高院原院長 2017年7月 ―

孫政才 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2017年7月 2017年9月
沐華平 重慶原副市長 2017年10月 ―

何挺 重慶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 2017年10月 ―

劉強 遼寧省副省長 2017年11月 2018年2月
張傑輝 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7年12月 2018年2月
馮新柱 陝西省副省長 2018年1月 2018年3月
季緗綺 山東省副省長 2018年1月 2018年2月
李貽煌 江西省副省長 2018年1月 2018年4月
劉君 廣西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 2018年2月 ―

王曉光 貴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長 2018年4月 ―

白向群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2018年4月 ―

蒲波 貴州省副省長 2018年5月 ―

曾志權 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2018年7月 ―

艾文禮 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 2018年7月 ―

陳質楓 天津市原副市長 2018年8月 ―

王鐵 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018年8月 ―

王爾智 吉林省政協原副主席 2018年8月 ―

與反貪腐及任期保障有關的另一個中央權力增加的現象，是近兩年來特別明

顯的省級官員大幅跨省調動。在2017年上半年的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兩會前後，全

國範圍內有多達140餘位副省級以上官員被調動職位。到了2017年下半年十九大閉

幕之後，包括廣東、福建、河北、遼寧、上海、江蘇、陝西七個省的省級黨委書記

先後調整，並一度出現有八個省級行政區的政府部門的省（市）長是暫時性的代理

職。最後，在2018年1月的全國所有省級的兩會結束後，又有70名省級政府副職突

然調整。這三輪省級官員調整，並非因為被調動者有貪腐問題，而是中央所控制的

一般性職務調動，但在兩年不到的期間內，有如此多的省級官員調動，也是改革開

放以來甚為少見的（自由亞洲電臺，2018）。雖然關於其主要理由或目的為何，我

們並無第一手的資料或證據，但合理的推論之一，是這種調動有利於防範抑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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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團的成長壯大，以及其所導致的貪腐問題。不過，就如同上述中央撤職查辦

大量省級官員一樣，這種前所未見的一般性調動幅度，同樣是挑戰了比較利於地方官

員的任期保障制度，顯現出中央能任意對於這種制度規則做選擇性的遵守或破壞。

最後，中央影響力的增加，還表現在非正式政治因素的政治派系，逾越正式

制度規則的限制；習近平在拔擢晉升其扈從者擔任省級官員時，往往違反了「循序

漸進、按部就班的階梯式生涯發展規律」。這種規律性，乃是十八大之前菁英政

治制度化的一環，主要是指政治菁英不能越級晉升―擔任上一級職務前，必須先

單獨歷練過次一級職務，以及政治菁英晉升職級所需要的時間首先是逐漸變長，而

後多數人的晉升所需時間逐漸趨同，普遍類似（寇健文，2010：212-217）。在十

八大期間，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黨政一把手中，有19人既非中央委員，也非

中央候補委員，在所有省級領導中幾乎達到1/3。而「十七大」以後，省級的黨政

一把手，會同時身兼中央委員會委員。在十九大時，也有多名省級領導員原先不具

備上述身分，其中尤以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最受矚目，在十九大當中連跳三級，由本

來連中央候補委員也不是的身分，一躍而為政治局委員。其餘的這類越級晉升省級

領導，包括安徽省委書記李錦斌、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雲南省委書記陳豪、西藏

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傑和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北京市代市長陳吉寧、河北省長許

勤、山西省長樓陽生、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小林、吉林省長劉國中、浙江省長袁家

軍、江西省長劉奇、山東省長龔正、湖北省長王曉東、海南省長沈曉明、甘肅省長

唐仁健、西藏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紮克爾。而如果將所有被認為由習近平不次拔

擢的省級領導合起來看，無論是否越級晉升，當中許多人的晉升速度，也遠遠超過

其他省級領導，有些甚至是達到了每年便晉升一級的異常高速（麥燕庭，2017）。

肆、 實質政策議題中的政策執行：「頂層設計」與「為官
不為」

一、頂層設計、地方債、權力清單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於2013年11月通過，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簡稱深改組），到十九大以後，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簡稱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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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而其所涉及的議題領域，可以從其下所設立的六個專項小組大體窺見： 經

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民主法制領域改革專項小組、文化體制改革

專項小組、社會體制改革專項小組、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專項小組、紀律檢查體制改

革專項小組。這六個議題領域，可以說涵蓋了實質政策的絕大部分，如果再從深改

組與深改委至今總共開過的41次全體會議所通過的各種「意見」、「方案」、「規

則」、「報告」、「工作要點」來看，的確是涵蓋範圍甚廣，幾乎無所不包。這些

由上而下，要求全黨遵循實行的改革計畫，反映出十八大以後中共中央所強調的

「頂層設計」特色（薛瀾，2014：3）。所謂頂層設計，是指在國家最高決策層主

導下，就目標模式、體制機制、重點領域、重大工程、關鍵項目、方法制度，乃至

成本效益等，做出全面性、策略性、系統性的安排與部署。

就央地關係而言，實質性政策議題的觀察重點是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策是否以

及如何執行（Chung, 1995: 501）。而頂層設計本身的一大特色，就是中央在規劃

上掌握細節的程度，高於已往，這使得能夠容許地方在執行過程中進行裁量與彈性

作法的空間，受到擠壓（Li, 1998: 267-273）。習近平在2014年2月17日於中共中央

黨校的講話中，也明確提到了頂層設計在執行面上可能帶來的上述問題：「在學習

理解上，要弄清楚………政策頂層設計與政策分層對接的關係、政策統一性與政策

差異性的關係……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體、又不能以整體代替局部，既不能以靈活

性損害原則性、又不能以原則性束縛靈活性。」（薛瀾，2014：3）

由於深改組和深改委基於頂層設計所制訂發布的實質政策，往往屬於沉痾已

久、不易突破、面臨結構性阻滯而必須攻堅突破的議題，所以在地方層級的政策執

行中，對於那些制度規則明確、中央嚴令要求地方遵循貫徹，但一旦馬上落實則可

能立刻使某些地方政府陷入危機，卻也具備具體罰則的政策，那些地方政府明知違

反時的不利後果，但也難以立刻遵循。而對於那些制度規則未必完整詳盡、仍讓地

方政府留有裁量空間，尤其不具備罰則的政策，許多地方政府則是以選擇性執行來

沖淡了政策目標試圖達到的效果。6 前者的例子是中央整頓地方債，後者的例子是

中央要求各級政府制定公布「權力清單」。

6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策的選擇性執行―只執行那些與地方利益衝突相對較
小，或中央監督處罰要求較重的部分―是最常見到的地方因應策略之一，參見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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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稍早已述及，中國大陸地方債的失控，已經造成系統性風險。國務院辦

公廳早在2014年10月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便明

確規定：「政府債務不得通過企業舉借，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對甄

別後納入預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各地區可申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

推出了整治地方債的重要政策。而在2016年所發布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

置預案》中，除明確規定地方政府對其舉債有償還責任之外，更特別強到中央政府

對地方債以不救助為原則。然而，由於地方債之所以累積擴張，如同前文所言，在

於地方政府長期面臨入不敷出，而又無法改變財政金融體制內的政府資金分配機制

之結構性問題，同時如果不藉助地方債，則立刻面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和政績明

顯衰退的後果。所以，地方官員明知整治地方債是中央在十八大以後透過頂層設計

所推進的重點工作，但這卻成為地方官員執行不力最為明顯的項目之一（鄭永年，

2015）。

於是，2017年12月，中央發布了《財政部關於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

債遏制隱性債務增量情況的報告》，直接指出地方政府執行不力的情形。而同月

中，中央也以行政懲處措施，對於江蘇和貴州共計70餘名違反相關政策規定的地方

官員，進行究責。在這波較大規模究責之前，中央在2017年當中，早已針對山東省

鄒城市、河南省駐馬店市、湖北省黃石市等地的官員，進行過懲處。對地方債問題

的究責措施，在2018年持續在重慶、山東、河南、湖北、安徽、雲南、廣西等地實

施。而2018年當中，整治地方債的頂層設計重心，則是大力推進所謂「終身問責，

倒查責任」，亦即官員即使離任甚至退休以後，仍可能由於其在任時違法違規舉借

地方債而受到查處。就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被動地由中央查處之外，主動制定規章

制度來落實終身問責，可以視為在政策執行上更積極的作為。不過，到2018年9月

底為止，省級政府具有此種主動行為者，只有5個：內蒙古、遼寧、安徽、貴州、

雲南（快報，2018）。

「權力清單」制度是指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以及其他行政主體，將其所掌握的

各項公共權力進行統計，並以清單的形式，將權責事項、實施主體、操作流程、監

督方式等內容進行詳細說明與闡釋，而後進行公示的行政過程與機制。其主要目標

在於清楚界定政府各部門的權力內涵、邊界、範圍後，一方面防止政府不當擴張權

力，另一方面也同時防止政府規避應有的權責，並進而簡化行政流程與提高行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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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遏止政府設租與尋租的行為，以及在權力透明度提升下促進內部與外部監督的

效用。而最先發生的具體變革，則是將行政審批制度進行簡化，釐清各級政府所擁

有的職權及審批流程（程文浩，2014：90-91；蔡中民，2014：1-2）。中國大陸開

始在全國推動此制度，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在「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一節，述及要「推行地

方各級政府及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作流程」。

如果說十八大以後的反貪腐是針對幹部個人行為所進行的事後究責，那麼權力

清單制度便是針對政府組織的集體行為所進行的事前規範。為了要帶動地方政府落

實此一制度，國務院從本身開始做起，2014年3月，國務院公開了國務院各部門行

政審批事項匯總清單。該清單涵蓋了60個有行政審批事項的國務院部門。當時的一

波簡化審批改革後，國務院各部門所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共計1235項。然而，地

方政府並未積極跟進，到2014年12月，只有五個省級行政區―上海市、浙江省、

安徽省、江蘇省、廣東省―公布了權力清單，以及北京市與江西省宣布了未來將

公布的日期，其他省級行政區則尚無下文（蔡中民，2014： 2）。

面對地方政府的猶疑觀望，所以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

公廳印發了《關於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根據此

一檔，省級政府必須在2015年年底前，市縣兩級政府必須在2016年年底前，完成政

府工作部門與依法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權力清單的公佈工作。而在限期之前，

全國的31個省級政府，也的確都公布了省級的權力清單。然而，在滿足這個最基本

的形式要求之外，卻存在諸多現象，反映出當各省政府在面對公布權力清單的政策

規則不夠詳盡、地方政府仍有裁量空間、缺乏罰則來懲處未能貫徹政策目標的地方

政府時，許多地方政府的選擇性執行，使得權力清單政策所欲達成的前述目標大打

折扣。本章在蒐羅彙整了所有的31個省級政府在每省相關網站上所公布的該省權力

清單後，初步歸納出以下三個反映出選擇性執行而稀釋政策目標的問題。

首先，最明顯的現象是，由於前述的國務院2015年文件，列出的十類劃分行

政權力的類別―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徵收、行政給付、行政檢

查、行政確認、行政獎勵、行政裁決和其他類別（可以稱為「9+X」模式）―並

非硬性規定，而是讓各省級政府作為可以「參照」的分類標準，結果是各地分類

標準不一。北京市、天津市、重慶市、海南省、遼寧省、陝西省、甘肅省、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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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湖北省、四川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

共14個省級政府採取「9+X」模式。而吉林省、山西省、江西省、河南省、內蒙古

都是直接各刪除了「9+X」中的一類，而成為9類。相反的，上海市、貴州省、青

海省都以不同方式增加了不同的類別，三者分別是17類、14類、12類。福建省、河

北省、黑龍江省三者都同樣增加了非行政許可及行政徵用兩類，成為11 類。另外

有六個省級政府，對於「9+X」是刪減某些類別但也增加其他類別：湖南省、浙江

省、江蘇省、安徽省、廣東省都分為10類。這種歧異，顯示出由於國務院文件中，

並未就「9+X」的每一類權力完整內涵提供足夠詳細的說明，因而造成各省對於

「9+X」的每項之範圍與內涵有不同理解，乃至於整體劃分模式缺乏統一。

其次，對於行政權力的清理，往往不夠全面或甚至挑戰權力清單的整體概念。

所謂不夠全面，是指多數省級政府權力清單中對於權力的清理，主要只限於具體行

政行為領域，包括行政許可、行政確認、行政裁決、行政處罰、行政徵收、行政強

制等具體的行政行為。但是，對於行政命令、行政規劃、行政決策等相對較為抽象

的行政行為，則較少進行清理和公示。不澈底。所謂挑戰整體概念，主要是黑龍江

省有別於其他所有各省的作法：該省在權力清單以外，還制訂了所謂「仲介服務」

清單或「公共服務」清單，而其內容則往往是對於公民、法人、社會組織，在資格

或條件上的核可、認證、考核、評定。而這些行政相對人，倘若未經過此種「服

務」，便無法取得相應的資格或權益。所以，所謂「仲介服務」或「公共服務」，

其實仍舊是政府權力的行，應該也列入權力清單範疇內。但此種作法，顯示出國

務院所制定的「9+X」分類標準，有其整體上的缺陷；在缺乏足夠詳細的內涵界定

下，可能無法涵蓋省級政府提供那些所謂「服務」時所運用的行政權力。

第三，省級政府往往運用其裁量空間保護本身利益而違反權力清單制度的基

本目―在形式上清理減少了行政權力，但實質保留了不少權力，或者卸脫了某些

特定權力藉以同時卸脫責任。例如，許多省級政府公佈的權力清單中，將不同的

大項目之下的子項目加以合併，將原先分散零碎的權力，合併為更大的權力。如

此，權力清單中的大項目數量看起來會比原先尚未合併事項時少，或者同一個大項

目下的子項目數量比原先要少，但是其實原先的權力仍舊存在，繼續行使，並未減

少。與此有關的現象，乃是不同省區在同一種大事項之下的子項目數量，往往差

異甚大。例如，各省的發展改革部門，其審批權事項部分，安徽有25項，陝西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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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遼寧只有9項。又如在教育領域的審批權事項，安徽有40項，山西有7項，遼寧

有2項。而在科技審批方面，安徽有39項，山西有37項，遼寧只有9項。而讓權力

項目的數量表面上減少的另一種主要策略，則是將某些行政權力隱藏在「9+X」中

的「X」，也就是「其他」類別中。本章檢視了所有的省級權力清單後發現，「其

他」類別之下的事項數量，占每省清單中事項總數量的比例，屬於較高的一類；在

廣東省、江西省，「其他」類別是事項最多的類別，而在北京市、天津市、遼寧

省，「其他」類別下的數量僅次於行政處罰。與變相保留權力相反的，則是某些省

級政府往往將容易產生問題而導致易被課責的那些權力事項，轉移給事業單位或中

介型社會組織，表面上看來是縮減權力，其實是卸脫責任。

二、「為官不為」成為十八大後的系統性問題

以上所談到的政策執行問題，基本上屬於地方政府在整體組織面上的行為和執

行策略。而在十八大以後，在個體層面上也出現了一個在範圍和強度上前所未見的

政策執行面現象―所謂「為官不為」的問題。顧名思義，「為官不為」大體上是

指擔任官員幹部，但由於消極怠惰而未能善盡職責。「為官不為」在各層級黨政組

織中都存在，但就中共中央的政策性談話或文件，以及不同層級黨政組織本身的信

息發布來看，此一問題在地方層級遠比中央層級來得嚴重。無疑地，如果許多地方

官員幹部都存在「為官不為」問題，則對於中央的政令能否在地方獲得貫徹，必然

形成嚴重的阻滯。

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為官不為」問題，最早被大家注意到的，可能是習近平

於2014年10月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所發表的講話中，明確

提到此一問題。習近平坦承：「當前，所謂『為官不易』、『為官不為』問題引起

社會關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導，加強責任追究。黨的幹部都是人民公僕，

自當在其位謀其政，既廉又勤，既乾淨又幹事。如果組織上管得嚴一點、群眾監督

多一點就感到受不了，就要『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負責任的表現。這一

點，要向廣大幹部講清楚。我們做人一世，為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

應該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應該予以嚴肅批評。……我們現在對黨員、幹部的

要求是不是過嚴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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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傾向不是嚴了，而是失之於寬、失之於軟，不存在嚴過頭的問題。各級黨組織

要旗幟鮮明肯定表彰銳意進取的幹部，教育幫助『為官不為』的幹部，支持和鼓勵

幹部一心為公、兢兢業業、敢於擔當。」（新華網，2014）

從以上談話來看，「為官不為」是一個系統性的嚴重問題，普遍存在各層級

黨政組織中。而其產生原因，與十八大以後影響各級幹部官員頗大的反貪腐運動，

息息相關；一方面，在雷厲風行的反貪腐下，整個官僚體系瀰漫著「糾錯」、「懲

治」重於「賞功」、「鼓勵」的氛圍，因此積極進取不但很難為幹部個人帶來獎

勵，反倒可能因為不慎犯錯或過於惹眼而遭致懲處。另一方面，地方官員已往為了

促進經濟發展而所需要的許多招商引資作法，也往往被視為涉及某重程度的貪腐，

而讓地方官員卻步。綜合中國大陸內部對於「為官不為」實際現象的觀察與描述，

我們可以進一步解析如下：「為官不為」並不是指「什麼事情都不管不問」，也不

是「沒事幹」，而是在特定語境和特定內涵下，擔任官員或幹部者的消極行為表

現。換言之，也就是不積極作為、平庸怠惰作為、散漫作為、利己而為等。「為官

不為」之「官」，狹義上是指具有一定行政級別和行政權力的公職人員，廣義上則

泛指在公共事業領域中擔負管理職能、承擔公共職責的各類公職人員。從行政法的

角度來看，「為官不為」實際上構成了行政不作為，因此屬於違法行為。由於此一

現象導致官員幹部個人無法完全善盡其應有職責，或無法採取積極有效作為，因此

必然會損及政府權威，以及降低政府的效率（北京市委組織部課題組，2016；王敬

波，2016；劉紅凜，2017；韓苗苗、王春璽，2017）。

三、浙江省杭州市的案例

浙江省是習近平擔任過省委書記的地區，許多在十八大之後獲得習近平破格

拔擢到中央擔任要職的幹部，出自浙江，憑藉的是當時建立的工作關係。同時，

在前述的權力清單制度中，浙江省不等到中央要求各省在2015年年底前必須公布

權力清單，浙江在2014年6月25日就率先公布，為省級政府中最早公布者。而杭州

市，又是浙江省省委與省政府所在，所以杭州市作為一個地方案例，按照上述事實

來推論，應該在「為官不為」問題上相對較不嚴重。然而，實況並非如此。杭州市

與其他地方相同，普遍存在此一問題，所以早在2015年7月，杭州市便修訂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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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關作風和效能問責辦法》，在修訂版中特別針對為官不為問題，增加了諸多

新的必須向官員問責的情形。但是，到了2017年6月，又再發布《關於深入整治不

擔當不作為不落實問題推動杭州高起點上新發展的意見》，文件中宣稱，將在未來

的每年當中，重點整治一批重點領域的為官不為問題。顯然，此一問題從2015到

2017，經過兩年的整治，並未獲致實際效果。

為了加大整治力道，杭州市又在2017年10月，針對公職人員的「三不」（不擔

當、不作為、不落實）行為，開辦「公述民評」面對面問政活動，以及開設「今日

關注」網路專欄。此種措施，主要是動員民間力量以及媒體，來強化問題的舉報

和反饋、提高跟蹤督查、加大責任追究機制等。此外，杭州市還特別成立一個所

謂「96666作風效能投訴中心」，接受市民舉報為官不為的案例。統計數據顯示，

2017年該市96666熱線受理「三不」問題投訴1325件，2017年1至5月，受理「三不」

問題投訴467件。由此可見，就算在杭州市，為官不為問題，也絕不僅限於少數地

方幹部官員，而且對於人民造成不便導致人民有誘因舉報的嚴重程度，並不算小。

在上述的2017年6月的文件發布後，杭州還專門成立了工作領導小組，使得文

件中每一項重點任務均確定由一名市領導牽頭主抓直管。同時，這個領導小組還

要求每個直接參與的市領導必須親自協調、親自檢查、親自督辦、親自落實。除此

之外，重點任務牽頭部門還發動了對工作推進的動態督查，把「三不」問題納入巡

視巡察範圍。最後，該市還依照上述文件的要求，對於「三不」問題多發頻發、影

響較大的單位和地區，不僅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更要倒查追究相關領導的責任。甚

至，對監督檢查中該發現問題沒有發現，該及時處置沒有處置，該傳遞問題線索沒

有傳遞的，要追究監管單位責任並公開曝光典型問題（中國網，2015；杭州廉政

網，2017）。

以上事實，都顯示出在杭州市這樣一個理應受到為官不為問題影響較小的地

區，其實問題的程度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上述2017年6月的文件還強調，要

將容錯免責理念貫穿於監督管理全過程，落實「三個區分開來」―幹部在推進改

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與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

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與上級明令禁止後依然我

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與同為謀取私利的違

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這個被特意突出的重點，證明了為官不為的重要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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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就如前述，在於十八大後反貪腐運動雷厲風行以來，由於整個黨國系統從上到

下強調糾舉錯誤遠過於獎勵建樹，因此地方官員幹部多半抱持「多做多錯、少做少

錯、不做不錯」的心態，消極怠惰，保守因循。

伍、結論

本節將歸納整理第貳到第肆節，央地關係在十八大之前和之後所顯現的主要

延續性與變化部分。在財政稅收議題上，財政收入面和財政支出面的央地相對權力

走向，有所不同。就財政收入面而言，最主要的延續性是分稅制的中央相對集權

架構，維持不變。主要變化則在於，中央實施了「營改增」，將原先完全由地方享

有，且一直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稅收來源―營業稅，全面改為增值稅，而增值稅

的分成比例安排，是地方只能取得1/4。這種政策規則的改變，就邏輯而言對中央

較為有利。但這種邏輯的本質並不是地方的財稅收入絕對金額被削減，而是當未來

經濟持續增長，導致總體稅收也因而增加之下，地方收入的絕對值，終將繼續上

升，但在整體財稅收入內，中央收入相對於地方收入，或相對於全國財稅收入總額

的比例（也就是第二個比例），將會提高。這個可預測的結果，從目前中央即使採

取補償地方的提高增值稅分給地方比例之措施後，中央預算收入成長率仍遠高於地

方預算收入成長率的事實，就可看得出來。而中央之所以採取營改增提高本身收入

的理由，除了在經濟發展與稅務層面本身，增值稅能避免營業稅的諸多缺陷之外，

很可能也包括在央地相對收入層面上，第二個比例如同表4-1所顯示的，從2009年

以後就持續下滑。

在財政支出面上，分稅制實施多年的結果，是地方政府本級收入遠遠不夠因應

本級支出，必須高度依賴中央的轉移支付。即使是如此，許多地方政府還是長期赤

字與負債，無法提供足夠的本地公共服務。而因為分稅制的央地收入劃分架構無法

改變，所以如何減輕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改善其收支失衡的困境，就成為十八屆

三中全會的全面性改革方案中的一大重點。換言之，支出層面的走向與收入層面的

進一步集權走向，有所不同。在重新劃分界定中央與地方支出責任的具體措施上，

國務院2016年8月發布的文件，多處顯示出比先前的重新劃分措施，有可能產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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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實效的結果。究竟能否達到預期目標，仍將因為中央的不同職能部門之間能否協

調，以及全國人大在立法工作上是否產生有配合作用的結果，而有不確定性。

在幹部人事議題上，無論從幹部管理的制度規則面，或從省級人事任免的實

際結果面來看，都顯現出中央影響力的增加。制度規則上最大的延續性，在於中央

對於地方人事任免，仍然憑藉那些既有的制度化指標，這部分並無根本性的改變。

但另一方面，習近平本人親自提出的「四不唯」，卻代表了對於某些重要的任免標

準，可能將進行一些允許愈來愈多例外的逐步修正。允許例外的結果，不只是讓制

度化程度本身可能有所動搖，同時也造成中央藉由修改制度規則，弱化了那些主要

來自地方因素而在人事任免中所產生的影響。而在十八大後省級人事任免的實際結

果方面，則是三大主要變化，都顯示中央相對於地方的權力陡然升高：首先，由於

反貪腐而造成大量的省級官員遭到撤職查辦。也就是說，省級官員幹部在原先制度

下享有的任期保障，其效力有所下降，而中央得以迅速重新任命新的官員。其次，

省級官員跨省區的一般性調動（並非因為反貪腐帶來的撤職），其規模和頻率上比

十八大之前更高。這種前所未見的一般性調動幅度，同樣顯現出中央能任意對於地

方官員的任期保障制度規，能夠作選擇性的遵守或破壞。最後，非正式政治的影

響，對正式制度形成更大挑戰。習近平在拔擢晉升其扈從者擔任省級官員時，往往

違反了「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階梯式生涯發展規律」之制度規則。具體表現，則

是越級晉升的省級領導人數增加，以及晉升速度的超乎常規。

在政策執行議題上，十八大以後，中央的深改組與深改委，在強調「頂層設

計」之下，由上而下的推動各種試圖突破結構性阻礙的重大改革。但就組織層面而

言，省級政府或則因為倘使切實執行將立即帶來地方性危機，或則因為頂層設計

的政策規則不夠詳細或明確，而在地方執行時與政策目標背道而馳。這顯示出，長

期以來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上始終保有以及運用的裁量性行為，並未因為十八大以

後中央相對強勢的領導風格與權力擴張，而有根本性的轉變。就個體層面而言，地

方官員幹部所出現的「為官不為」問題，其範圍和強度都是改革開放以來十分少見

的。這對於中央的全國性政令，能否在地方的政策執行當中得以貫徹，無疑有極大

影響。此一問題的產生，明顯地和十八大之後雷厲風行的反貪腐運動，有直接關

聯，可以說是反貪腐運動的「非意圖性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之一。藉

由檢視一個近似方法論上「最不可能案例」（least-likely case）的浙江省杭州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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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以推論，此一問題在全國範圍內有其普遍性。同時，實際證據也顯示，儘管

從2014年起，就由習近平本人公開宣示此一問題的存在，以及各級地方黨政組織也

立刻採行各種立法和行政措施，試圖解決，但此一問題始終產生著不小的影響。

整體而言，本章分析顯示，十八大以來，在資源政策議題、治理政策議題、

實質政策議題上，央地關係的既有制度性架構（例如在財政稅收與幹部人事任免方

面），並未發生重大轉變。但在制度規則的局部修正方面，以及央地互動的實際

結果方面，中央相對於省級，都在資源政策和治理政策上明顯增加了影響力。只有

在政策執行上，地方層級能訴諸選擇性政策執行的裁量行為，以及「為官不為」的

消極抵制，而中央至今無法對此有效克服。中央無法改變地方官員傾向消極抵制的

行為，從Steven Lukes所界定的關於「權力」（power）的三個面向中，第一個面相

（持有不同偏好的行為者，誰能改變對方的行為）來看，似乎是地方權力較大。然

而，如果從一個更為根本的層次―Lukes所提出的權力第三個面向，行為者能否

去形塑其他行為者的偏好―來看，那麼地方之所以偏好消極抵制，其實是中央所

發動反貪腐的（非意圖性）結果。因此，中央在此所發揮的影響力，甚至比在前兩

項議題上更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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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章從外交政策分析途徑檢視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發展與變化。自1949年建政

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一直是影響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主要因素，也為國際政

治與區域安全帶來深遠的影響。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外交奉行鄧小平「韜光養晦」

的指導方針，透過雙邊外交、多邊機制與經濟外交，化解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疑

慮並促進中美關係的合作互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大陸對外採取更

為積極、強勢的作為，強調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並運用經濟制裁處理外部爭議；中共

的外交政策在2012年十八大後延續此一強勢的外交風格，宣告了中國外交新時期的

到來。習近平主政後將外交決策權力高度集中，以「奮發有為」取代「韜光養晦」

作為指導方針，用經濟實力來推動西進的周邊外交，並要求中國大陸在國際議題上

扮演主導的角色，藉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共新一代領導人一

改過去中國外交謹慎、保守的作風，以積極、強勢的作風展現崛起中國的自信與國

際影響力；這樣的轉變不僅顯示了國際結構正在產生變化，也反映出中共領導人對

外關係認知的改變。雖然中國外交的變化有助於民族自信心與國際地位的提升，卻

也讓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帶來更多的挑戰。如何營造一個國際社會能共享中國崛起

的和平繁榮國際新秩序，是未來研究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最主要課題。

本章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節介紹本章的研究目的與理論基礎；第二節分析1990年

代以來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發展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變化；第三節描述十八

大習近平主政後中國外交的新方向；第四節從國際、國內與個人層次因素來探討中國

外交變化的原因；第五節展望中國外交的變化為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所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十八大、中國外交、外交政策變化、習近平、強勢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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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1949年建政以來，中共外交政策的變化一直是影響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最

主要因素。1950年代中共領導人基於意識型態因素，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

政策而決定介入韓戰；1960年代毛澤東推動文化大革命的同時，對外也採取反美

反蘇的「革命外交」；1970年代又因中蘇衝突白熱化而改採聯美反蘇的「一條線」

外交；1980年代中國大陸致力於國內的經濟建設，對外則推動「獨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由此可見除了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之外，中國外交的變化也為國際政治與區

域安全帶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中國大陸領導人從1990年代初期奉行鄧小平「韜光

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政策，為中國的崛起提供了和平穩定的國際與周邊環境。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共的外交政策開始朝向更為積極、強勢的方向發

展，也為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增添了更多的變數。尤其在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

習近平繼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對內迅速地鞏固了黨政軍權力，透過反貪腐加強

中央權威並推進經濟改革；他對外則積極出訪世界各地，主動爭取國際政治經濟事

務話語權，因而宣告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到來。

究竟中共的外交政策在金融危機以來有何變化？中國外交在習近平時代的內容

與特點為何？是哪些因素導致中國外交的變化？中國外交的轉變將為中國大陸的對

外關係與國際政治帶來何種影響？這些問題皆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課題。

本章採取「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研究途徑來檢視中國大

陸對外關係的發展。所謂的外交政策分析，是探討外交決策者的政治制訂過程與所

處的內外部環境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產出（Alden and Aran, 2012）。自1980年代後

期，外交政策分析開始得到西方學界的注意，並逐漸發展成為國際關係學門的次領

域。就有論者認為，外交政策分析關注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研究取向，可與國際關

係理論如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自由主義（Liberalism）或建

構主義（Constructivism）相結合（Hudson, 2005; Kaarbo, 2015）。在外交政策分析

的領域中，有部分學者研究某一國家「外交政策變化」（foreign Policy change）的

原因與影響。所謂的外交政策變化是指一國對他國採取有別於過去的政策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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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從使用武力到談判協商、單邊主義到多邊合作或從衝突到合作和解等等（Welch, 

2005）。Hermann（1990）首先從層次分析的途徑檢視影響外交政策變化的中介因

素，其中包括領導人、官僚倡議、國內政治與外在環境的衝擊；Carlsnaes（1993）

和Rosati（1994）等學者則關注形成外交政策變化的動力，並建構一套循環模式來

解釋外交政策的轉變過程。相反地，Goldmann（1982）則研究外交政策僵化的原

因，他認為當外在環境劇烈地改變，某些國家的外交政策會受到特定因素所牽制而

無法及時調整應變。在這些學者奠定的理論基礎下，探討一國外交政策變化的原因

與對區域安全與國際政治的影響逐漸受到國際關係學界所重視。

許多學者也採取外交政策分析作為研究中國外交的途徑（許志嘉，1997）。

例如Jian（1996）探討中共領導人如何調整外交政策以符合國內經濟建設的需求，

因而在改革開放後提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促進中國

大陸與國際社會接軌，因此Robinson與Shambaugh（1994）比較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與中國外交理論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差異。此外，也有學者嘗試打開中共外交決策過

程的黑盒子，例如許志嘉（1998）從決策模式來檢視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的決策機

制；Lampton（2001）等學者則檢視後鄧時期中國外交與安全決策過程的演變。隨

著中國的崛起與融入國際社會，Johnston和Ross（2006）等學者也提出研究中國外

交的新途徑與新議題，包括全球化、經濟互賴、民意等皆成為中共領導人外交決策

的考量。有鑑於此，本章也透過外交政策分析途徑來探討中國外交的變化與對外關

係的影響，希望不僅有助於瞭解中共外交的決策過程，還能夠充實現有解釋外交政

策變化的理論，為外交政策分析的研究做出貢獻。

本章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節為前言，介紹本章的研究目的與理論基礎；第二節

回顧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發展，尤其著眼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

國外交的轉變；第三節分析十八大後中共外交政策的變化，描述習近平主政後中國

外交的新方向；第四節從國際、國內與個人層次因素來探討中國外交變化的原因；

第五節為結論，展望中國外交的變化為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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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對外關係的轉變

本節將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發展分為兩個時期，首先為1990年代以來強調建立

「和平發展」的對外關係以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接著是2008年全球金

融危機後中共的外交政策逐漸趨於強勢，其強調「核心利益」與經濟制裁的運用，

導致對外關係的緊張升高。

一、和平發展的對外關係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首要目標是營造有利於國內經濟建設發

展的國際環境。當時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認為「和平與發展」為當前的時代主題，並

以「和平發展」作為中國外交的主軸。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與1991年蘇聯與東歐共

產國家解體後，中共領導人更奉行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針，力

求增強本身實力，避免外部對抗，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和平穩定的國際環

境（高朗，2004）。然而，冷戰的終結改變國際政治的結構，形成由美國主導的單

極國際體系，中國大陸因而不再被美國視為制衡蘇聯的盟友；此外，1995年的美濟

礁（Mischief Reef）事件與1995-96年的臺海危機也引發區域國家對中國軍事威脅

的疑慮，於是國際社會掀起一波「中國威脅論」的輿論浪潮（Bernstein & Munro, 

1997）。為了化解「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中國大陸開始透

過雙邊外交、多邊外交及經濟外交，向國際社會傳達其和平發展的意圖，以建立合

作與穩定的對外關係（Swaine & Tellis, 2000; Goldstein, 2005）。

首先，中共領導人透過「大國外交」和「睦鄰外交」來促進雙邊的合作關係。

中國大陸強調與世界主要國家及鄰國建立在經貿、反擴散與反恐等議題上的合作，

以增進彼此的共同利益（張登及，2003；蔡東杰，2004）。中國大陸的雙邊外交獲

得很大的進展，一方面解決了許多的領土爭議，另一方面也與俄羅斯、美國、歐

盟、印度等大國或區域體建立伙伴關係，如在1996年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

係，在1997年與美國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在1998與歐盟召開首屆中歐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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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開始和印度展開信心建立與對話措施（Fang, 2002; Fravel, 2005）。

其次，中國大陸透過參與國際多邊組織展現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意圖。中共

領導人逐漸認識到參與區域與國際組織，不僅能降低國際社會的疑慮，也對其自身

發展有利，因此一改過去不信任國際組織心態，積極參與多邊機制，例如在1996年

簽署「全面禁止核試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Johnston & Evans, 

1999; Economy & Oksenberg, 1999）。此外，中國大陸也在區域安全機制扮演更積

極的角色，除了參與東協的對話機制外，在2002年與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Declaration of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並在2003年簽

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成為東協第一個戰略伙伴。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方面，北京也從過去的消極參與四

方會談到後來積極主導六方會談；此外，2001年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及中亞國家成立

上海合作組織，以強化中亞地區的安全與信心建立機制。儘管中國大陸展現支持現

有國際秩序的意圖，但在接受既有國際規範的同時，也希望藉由參與來抵制不利於

自身利益的規範（Medeiros & Fravel, 2003; Shambaugh, 2005）。

最後，北京運用經濟外交向國際社會展現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物質利益。2001年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世界各國開始重視中國大陸的市場與投資機會，北京也利用

投資合作與經貿協定降低其他國家對其軍事與安全上的疑慮，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

大陸與東協在2001年簽署、2010年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大幅降低了中國大陸和東

南亞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張關係。此外，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北京堅持

人民幣不貶值的作法也受到亞洲國家的肯定，凸顯其「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北京

透過經濟外交向國際社會傳達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是經濟機會，而不是安全威脅，

因此儘管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在南海議題上仍存在著爭議，但仍願意擴大和中國大

陸的經貿往來與投資合作，因而降低了美國介入南海問題的著力點（Wang, 2005; 

Goh, 2007）。

中共強調「和平發展」的對外關係，不僅有助於減緩區域國家對中國威脅的

疑慮，也避免其他國家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崛起（Jia, 2005; Yi, 2005）。中共領

導人向來視美國為國家安全與領土統一的最大威脅，中美關係也常為了臺灣與人權

等問題而產生摩擦。然而，由於雙方國力的差距，中共領導人一直避免和美國進行

冷戰式的對抗，更何況保持中美關係的穩定更是中國經濟繁榮的關鍵（邱坤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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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然而，中美之間不乏擦槍走火的危機事件發生，例如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

南斯拉夫大使館和2001年的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均引起了中國大陸民間強烈的民族

主義情緒，並促使中共內部出現檢討「韜光養晦」的聲浪，但是中共領導人最後仍

決定應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曲星，2001）。

事實上，中共維持對外關係的和平發展除了避免與美國的衝突外，也爭取到

中美深化合作的機會。例如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希上任後，起初視中國大陸為戰略

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並採取強硬的中國政策，雙方關係更因同年4月的中

美軍機擦撞事件而跌至谷底。然而，911恐怖攻擊事件使得美國相繼出兵阿富汗與

伊拉克，不僅移轉戰略重心至中東與中亞地區，也極需北京在其反恐戰爭上的合作

（許志嘉，2003）。中共領導人因而掌握此一「戰略機遇期」，加速提升國力並擴

大國際影響力；北京不僅在反恐、北韓與臺灣問題上與華府達成共識，更要求擴大

參與國際組織的決策過程，在不改變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下，試圖擴大中國的參與

以確保中美關係的穩定（張登及、王似華，2010）。

另一方面，美國也期待中國大陸能夠承擔更多國際義務與責任，而成為國際社

會「負責任的利害攸關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Zoellick, 2005）。因此中

共領導人也在對外關係上一改過去謹慎保守的作風，逐漸將重心從「韜光養晦」轉

向「有所作為」。例如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於2003年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

路，強調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不會對國際社會形成挑戰與威脅（蕭全政，2004；

陳牧民，2006）。雖然後來中共官方不再使用「和平崛起」一詞而回復到「和平發

展」的說法，但是在2005年中共領導人進一步提出「和諧世界」的主張，顯示中共

的對外關係已經開始強調要「有所作為」，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

出現轉變（Callahan, 2012）。

二、逐漸強勢的對外關係

如果說911事件後美國的戰略轉移是中國大陸的「戰略機遇期」，則2008年的

全球金融海嘯則是此一「戰略機遇期」的延續（秦亞青，2009）。隨著美國與歐盟

等西方國家經濟的衰退，中國大陸成為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並在維持經濟

高度成長的同時確保政治穩定，國際輿論開始出現「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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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Breslin, 2011）；此外，2008年的北京奧運與2009年的國慶閱兵讓國際社會更

加體會到中國崛起的事實。另一方面，中共領導人的自信也更加提昇，更強調外交

政策要「有所作為」（袁鵬，2009）。1 於是，國際社會開始感受到中國大陸的對

外關係表現出越來越自信與強勢（assertive）的風格。例如在2008年，由於西藏與

人權議題的齟齵，北京取消原訂12月舉行的中歐高峰會；2009年以來，中國大陸與

美國在南海與黃海的軍艦對峙衝突事件頻傳，與日本、菲律賓和越南也因東海與南

海爭議而關係緊張；2010年初，為抗議美國總統歐巴馬對臺軍售與接見達賴，中國

大陸中止中美軍事交流並揚言制裁美國對臺軍售企業。此外，中美關係也因一連串

問題而產生摩擦，包括人民幣升值、全球氣候變遷、Google退出中國大陸、北韓與

伊朗問題等；2010年7月在東協區域論壇會議上，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一席「中國

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是事實」的發言，引起東協各國譁然。儘管此時中共

領導人仍避免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扮演領導的角色，但已就特定議題展現出較以往更

為積極、強勢的作風，要求國際社會更加尊重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地位（Swaine, 

2010; Christensen, 2011），其具體表現在「核心利益」的提出與經濟制裁的運用。2

（一）「核心利益」的提出

中國外交趨於強勢的作風首先表現在「核心利益」概念的提出，顯示出崛起

的中國開始要求國際社會更加尊重其自身利益與偏好。過去中共領導人只用「根本

利益」或「重大關切」來表示國家利益所在，2008年以後「核心利益」一詞開始

頻繁出現在官方的文件與講話中。例如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

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的演說中，提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

心利益」，顯示北京將臺灣問題跟國家統一納入「核心利益」的範圍（胡錦濤，

2008）。2009年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發表《中美聯合聲明》表

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極為重要（“The two sides 

1 中國大陸在2009年7月17至20日召開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胡錦濤在會中強調中國大陸的外交
工作要更為「積極」（錢彤，2009），此後北京的外交方針變成「堅持韜光養晦，積極有所作
為」，其中新增「堅持」、「積極」兩句話，代表中共官方比過去更為強調國際事務上的「有所

作為」（Kawashima, 2011: 24-30）。
2 江憶恩（Johnston, 2013）雖然認為所謂中國的強勢外交和過去相比並無特別之處，但他也承認中
國大陸在海洋主權爭議與經濟制裁上有新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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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d that respecting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ensure steady 

progress in China-US relations.”），中方並定義西藏、新疆、臺灣為其核心利益的範

圍（China-US Joint Statement, 2009）。自此，「核心利益」成為中共官方外交論述

的重點，其定義與範圍也為學界所關注。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對外關係上所引起的爭議，很大部分跟其「核心利益」的說

法有關。中共官方定義「核心利益」的範圍為：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

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

基本保障（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然而，這樣的範圍過於廣泛，容易流於北

京片面的解釋與界定。此外，中共領導人將「核心利益」視為其他國家「不可跨越

的紅線，一旦觸犯將嚴重傷害雙邊關係」，表示「核心利益」為不可談判、妥協，

必要時會採取武力保衛之（Swaine, 2011）。所以當中國大陸在某些外交爭議上強

調為「核心利益」並做出強勢回應時，往往造成爭端國的疑慮而加深彼此間關係的

緊張。

例如就美國對臺軍售與美國總統接見達賴喇嘛的議題而言，中國大陸認為兩者

涉及臺灣與西藏問題的「核心利益」，由於美國已同意予以尊重，所以中方應強烈

抗議使其避免再犯（Wu, 2012）；但就美國而言，兩者皆是歷任美國政府對兩岸與

西藏人權議題的一貫政策主張，且事前也已跟北京充分溝通過，因此對於中共官

方的激烈抗議感到訝異，認為這是中方對其「核心利益」的單方面解釋。所以當胡

錦濤在2011年回訪美國時，「核心利益」一詞就沒有再出現於當時的中美聯合聲明

之中。

在領海主權爭議上，中共官方對「核心利益」的擴大解釋也引起周邊國家的疑

慮（Hoo, 2017）。3儘管中共官方只明確表示西藏、新疆與臺灣為其「核心利益」

的範圍，但是國內輿論與少數軍方人士將「核心利益」延伸到東海、南海等爭議水

域，中共官方又缺乏明確的態度，因而引發相關國家的緊張與衝突，也提供美國介

入東海與南海問題的著力點。例如在2010年7月於越南河內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會

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公開宣示美國在南海的航行自由為其國

3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在許多領土爭議上對鄰國做出了讓步（Fravel, 2005）。過去在南海與東
海問題上，中共領導人儘管強調主權在我，卻也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拖延策略（delay 
strategy），一方面讓爭議持續，另一方面避免衝突擴大（Frav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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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進而正式表態介入南海爭端；最出乎北京意料的是，共有10個東協會員國

（包含所有南海聲索國）提出對南海現況的疑慮（Yoshihara & Holmes, 2011）。儘

管「核心利益」的提出可視為中國大陸的談判手段，用以提高籌碼換取其他國家的

妥協，但已提高區域鄰國的戒心，無助於過去為緩和「中國威脅論」所做的努力。

（二）經濟制裁的運用

中國外交的強勢轉變還表現在運用經濟制裁作為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4過去

中國大陸的經濟制裁主要運用於兩岸經貿往來，隨著在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影響

力的動見觀瞻，北京也更頻繁使用其經濟實力來達到政治或外交上的目的（Reilly, 

2012; Norris, 2016）；例如在2010年，北京以限制進口來抵制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

所在國挪威，使得國際社會開始對中國經濟影響力開始為之側目（Glaser, 2012）。

事實上，中國大陸面對海洋主權爭議，除了加強在爭端水域的巡弋活動外，也運用

經濟制裁作為反制其他爭端國的手段；例如在2010年9月，一艘中國大陸漁船與日

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釣魚臺附近碰撞，漁船船長被日方扣押，北京除了外交上表

達強烈抗議外，也禁止對日本出口稀土，使得日方後來妥協並釋放中方船長。儘

管中共官方否認透過經濟制裁施壓，但此事件已引起日本與西方國家的高度關切

（Przystup, 2011）。日本政府在2012年進一步將釣魚臺國有化的作法更激發中國大

陸的民族主義情緒，掀起一波抵制日貨、反日示威的運動，大幅度地影響中日的經

貿關係。

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大陸運用經濟制裁最顯著的例子是其與菲律賓的黃岩島衝

突。在2009年3月，菲國將有爭議的南沙部分島嶼和中沙的黃岩島劃歸為其領土，

北京除了透過外交途徑表達強烈抗議外，還派出漁政船前往南沙和西沙群島護漁及

宣示主權；2012年起，中菲雙方船艦開始在黃岩島附近水域對峙。中國大陸除了舉

行軍事演習示威外，還限制菲律賓農產品的進口與中止赴菲旅遊團以作為反制（陳

鴻瑜，2011；Hoffman, 2012）。隨後在2015年，菲律賓針對與中國的南海爭議向國

際法庭提出的仲裁，一年後國際法庭的判決結果對中方不利，因而又激起中國大陸

民間抵制菲律賓商品的情緒（Lai, 2018）。

4 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是指施加國藉由中止與目標國部分貿易以遂行其政治目標，即施加
國家試圖運用經濟手段影響與目標國的政治關係（Baldwin, 1985; Lindsa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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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中國外交趨於強勢的傾向，表現在強調核心利益與實施經濟制裁

來迫使對手國讓步。但就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而言，這樣的做法不僅挑戰了現有的

國際現狀，也有別於過去強調互惠互利的經濟外交，因而重新喚起國際社會對中國

崛起的疑慮。另一方面，美國的中國政策也開始由溫和變為強硬以回應中國大陸的

強勢外交，例如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之初，除了致力提昇中美對話層級、強

調中美關係的「同舟共濟」之外，還強調美國不會遏止中國，而是歡迎中國作為一

個繁榮大國的崛起（Steinberg, 2009）；然而，隨著中國大陸一連串強勢作為造成

區域情勢的緊張，華盛頓開始對北京產生警惕（Zhao, 2012）。為了強化美國在亞

太地區的戰略部署，歐巴馬政府在2011年提出亞太軸心（Pivot to Asia）政策，宣告

美國重返亞洲維持區域現狀與穩定的決心（Clinton, 2011）。另一方面，新加坡、

越南與菲律賓等國開始聯合美國介入南海問題外；日本也從針對中國與北韓核武威

脅修改防衛大綱與和平憲法；印度、澳洲與南韓等國則開始強化國防與軍備，掀起

了東亞地區新一波的軍備與同盟競賽，使得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形勢變得更為嚴峻

（王緝思，2012a）。

為了因應國際環境的變化，在2012年中共召開的十八大中，新一代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提出新的外交政策，因而確立了中國外交新時期的發展方向。

參、中共十八大以來外交政策的變化

本節分析十八大後中共外交政策的變化，分別從外交方針、外交決策、外交目

標、外交重心、經濟外交與多邊外交等方面來加以探討，藉此觀察習近平主政之下

中國外交的新方向。

一、外交方針：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

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領導人奉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

政策指導方針，致力於經濟發展，避免外部對抗，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和

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然而，隨著國力的增強與外在形勢的變化，中共內部開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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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是否應放棄「韜光養晦」的辯論。儘管中共領導人最終仍決定繼續維持「韜光養

晦」，但也強調在對外事務上應當更「有所作為」（Chen & Wang, 2011），因此

在2009年7月的駐外使節會議上，胡錦濤將此外交方針調整為「堅持韜光養晦，積

極有所作為」（錢彤，2009），中國大陸也較以往更積極投入國際事務，例如派遣

艦隊赴亞丁灣執行反海盜行動、提出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改革方案等。

習近平主政後，強調中國外交要更為積極進取，其外交指導方針已從過去的「韜

光養晦、有所作為」轉變成「奮發有為」。在2013年10月召開的首次周邊外交工作座

談會上，習近平並不像過去領導人一般重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而是改提「奮

發有為」（新華網，2013b）；此外，在2014年7月出訪拉丁美洲前夕，習近平提出中

國外交要「更加積極有為地維護世界和平」、「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

及「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發展」（新華網，2014b）。由此可見，「奮發有

為」已成為習近平外交政策的主軸，今後的中國外交會更加強主動性與積極性。

過去中國大陸專注於國內經濟發展，因此對外採取「韜光養晦」的被動因應

策略。如今新一代的中共領導人認知到中國已然是崛起大國，在心態與行動上都

必須要採取符合其大國地位的外交政策，因而對於自身權益的維護變得更加主動

與堅決。最明顯的例子是北京在2013年11月宣佈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範圍擴大至釣魚臺海域，引發區域國家的軒然大波。

事實上，設置東海ADIZ的提議在胡錦濤時期即出現，但因為擔心影響區域情勢而

被擱置，直到習近平上臺後才付諸實行（Yamaguchi, 2014）。另一方面，新一代領

導人也較以往更積極回應國際社會要求中國大陸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要求。例如，

在2013年5月以色列總理內坦雅胡與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同時訪華期間，習近平提

出中方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主張（新華網，2013a）。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專注於

自身經濟發展，缺乏和平崛起的大戰略論述與作為（Wang, 2011），但是自從習近

平主政後，中國大陸的外交戰略開始呈現較為清晰的輪廓。

二、外交決策：從分散到集中

過去中國大陸缺乏整體性的外交戰略論述，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外交決策機制

過於分散。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大陸既有的外交系統已無法有效因應日趨複雜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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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變化，其他政府部門、地方政府、解放軍、乃至於國營企業開始頻繁地參與外

交事務，卻又出現對外不一致與不協調的情況，導致與區域國家之間關係的緊張，

進而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觀感（Glaser & Medeiros, 2007; Jakobson & Knox, 

2010; 王存剛，2012）。因此，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套能夠有效

協調與整合各部門外交政策的決策機制。

有鑑於此，中共的外交決策機制在十八大之後出現權力集中的現象。透過各

種中央領導小組的設立，習近平將內政外交的決策權一手掌握；更重要的是，中共

在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

「國安委」），藉以協調各部門的涉外事務，提高中國大陸對外行為的穩定性與可

靠性。國安委由習近平任主席，李克強、張德江任副主席，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

干名，作為中共中央關於國家安全工作的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向中央政治局、中

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其具體

職能有：一、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二、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三、制定國

家安全方針政策；四、研究解決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人民日報，2014）。

因此，透過國安委的成立，中共領導人希望能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對中長期的外交戰

略作出規劃。

2014年4月，國安委舉行第一次會議，習近平提出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

觀」，強調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習近平，

2014）。可見國安委將統籌國內與國外兩個安全層面，整合政法、公安、武警、國

安、軍隊等維穩系統，集合外交、交通、經濟、情報、外宣辦、國新辦、港澳臺等

相關部門，對內將維穩與國安各自為政的情況加以統合，對外將外交與對臺不一致

的情況予以改善（Lampton, 2015）。目前國安委的成員、組織結構、功能角色等

資訊尚未完整揭露，但可預見國安委在貫徹最高領導人風格和個人意志方面將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

三、外交目標：從大國到周邊優先

十八大之後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首要目標放在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儘管

胡錦濤時期提出外交的「四點佈局」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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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但在實際運作上，中國外交還是以大國關係、尤其是

中美關係為重。習近平主政後，周邊國家的重要性顯著提升，例如前述的首次周邊

外交工作座談會，不僅是中共關於外事工作最高層次的會議，本次的規模還更甚以

往，包括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等黨政軍要員皆全員到齊。習近平還在會議上

強調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在處理周邊外交問題上要做到「親、誠、

惠、容」，在經濟上「惠及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發展」，在安全上「推進區域安

全合作」與「增進戰略互信」，在人文上實現「命運共同體意識」（人民日報，

2013）。除了過去強調的經濟合作之外，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更強調與周邊國家在政

治與文化上的合作，以實現中國大陸與周邊地區成為「命運共同體」。由此可見，

周邊外交是未來中共外交的重點目標。

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外交政策的目標一直是建構一個有利於經濟發

展的和平穩定國際環境，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至為重要。過去中共領導人也強調

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發展「睦鄰、安鄰、富鄰」的「睦鄰外交」，因此

以擱置爭議、求同存異，解決與周邊國家的爭端（許志嘉，2007）。然而，自2010

年以來，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開始出現緊張，美國又提出重返亞洲的再平

衡（rebalancing）外交政策，強化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提倡「跨太平洋夥伴關

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協定，對中國大陸形成軍事與經貿圍堵之勢，因此

穩定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再度成為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優先工作（張登及，2013）。

過去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以中美關係為重中之重，但是未來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關

係和中美關係發生利益衝突時，會以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為優先。

四、外交重心：從東向西

然而，身為全球鄰國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大陸周邊外交的重點方向一直是爭論

的話題，綜觀中國大陸學者主要有三種看法：第一、西進：由於中美在東亞地區的安

全困境日益升高，中國大陸應積極發展與中亞國家的關係，在能源、貿易、反恐等議

題上加強合作，一來可分散投資風險，二來可改善中美關係，促進雙方在能源、投

資與反恐方面的合作（王緝思，2012b）。第二、南向：由於中亞向來是俄羅斯傳統

勢力範圍，西進會影響中俄關係，所以中國大陸應向南發展，強化與東南亞國家、



第五章　中國大陸對外關係

175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趙可金，2013）。第三、大周邊：中國大陸的

周邊外交應統籌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和南太平洋地區，整合東向、

西進與南向的思路，形成全方位的「大周邊」外交（祁懷高、石源華，2014）。5

由習近平上任後所提出的「一帶一路」，代表中國大陸的周邊外交重心將以

西進為主。2013年9月，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時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希望以古

絲綢之路作橫軸，建立一條涵蓋自中國西北西南、經中亞連接歐洲的經貿合作區；

同年10月，習近平又在印尼APEC會議上提出與東協共建輻射西亞、歐洲等地區的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共同市場，形成所謂「一帶一路」的「新絲路戰略」。同

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

定》，提出要「加快沿邊開放步伐，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

設，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新華網，

2013c）。因此，中國大陸計畫透過與周邊國家合作提升基礎建設，以建構貫通東

西的陸地及海上絲路。

由此可知，「一帶一路」已為中國大陸周邊外交的推進提供新的動力與方向。

學界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可達到下列目標：第一、推動中國大陸向西開放，深化

與歐亞地區國家的經濟合作；第二、進一步推動西部大開發，為西部內陸省分提供

發展新契機；第三、加強和中亞國家的合作，有利新疆地區的穩定；第四、推動企

業「走出去」，促進產業結構轉型；最後，保障能源安全，分散原油輸送風險（蔡

東杰，2014）。事實上，中國大陸的西進戰略也受到國際權力結構變化所影響，當

美國的戰略重心因反恐戰爭告一段落而由東移，中國大陸則向西走，一方面突破美

國的圍堵，一方面可以填補中亞地區在美國撤離阿富汗後的權力真空。因此在可見

的未來，中亞與東南亞地區將成為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重心所在。

五、經濟外交：從「互惠」到「惠及」

從「一帶一路」的倡議可知，十八大後中共的外交政策將更著重在經濟治略

（economic statecraft）的運用。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不再像過去那樣強調「互惠互

5 類似「大周邊」的討論，可見於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施道安（Andrew Scobell）所提的
「同心圓」概念，見Nathan and Scobel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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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是更強調「惠及」周邊國家，希望藉由經貿投資與對外援助緩和周邊國家

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以有助於提升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區域形象。例如在2014年

11月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前夕，習近平

宣布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並宣

布出資400億美元設立絲路基金，協助「一帶一路」上約26個國家或地區基礎建設

的發展，以加強周邊國家的互連互通（新華網，2014c）。

從「互惠」到「惠及」的轉變，代表中國大陸的經濟治略將單方面地選擇性實

施。過去中國大陸藉由市場開放與經貿協定作為經濟外交的籌碼，現在將挾其強大

的經濟實力，藉由對外投資與經貿援助，影響周邊國家政治與外交決策（常璐璐、

陳志敏，2014）。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認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為

國內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因此外交是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習近平主政

後，強調以國內經濟推動中國外交，特別是要提供更多的經濟手段與資源協助周邊

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建設。顯示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發展後，中國大陸累積了更多的

選項與自信來影響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這也代表著中國大陸將更能夠運用經濟治略來達到政治或外交上

的目的。如前所述，自2008年以來中國大陸開始頻繁地實施經濟制裁以解決外交爭

議，例如在2010年因中日釣魚臺問題而禁止稀土出口至日本，以及在2012年因黃

岩島問題限制菲律賓農產品進口並中止中國觀光團赴菲旅遊（閻梁，2012）。由此

可見，經濟治略不僅是十八大後中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顯示出中共領導人意

欲透過經濟影響力形塑其他國家的行為，以使其符合中國大陸自身的利益（Chang 

Liao, 2016a）。這樣的趨勢不僅展現在中國大陸的雙邊關係中，也在多邊外交中

出現。

六、多邊外交：由參與到主導

過去許多學者認為經濟互賴與國際建制會讓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休戚與共，因

而使得崛起的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與責任（Johnston, 2008; Ikenberry, 2011）。

然而，中國大陸對於經濟治略的運用透露出其有能力去形塑對其有利或偏好的國

際制度與規範（Holslag, 2010），這點可從十八大後中共的多邊外交行為得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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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習近平在2014年5月於上海舉辦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

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發表「亞洲新安全

觀」，提出「辦好亞洲的事情，要靠亞洲人自己」、「亞洲國家加強合作，維護、

促進亞洲安全」等主張，宣告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新外交理念與秩序（新華網，

2014a）。另外，在北京主辦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上，中國大陸也在會中推進

「多雙邊自由貿易區」，除了簽署中韓自由貿易協議、加速推動「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協議談判外，也倡議

「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的經濟一體化措施。中共

領導人在這兩場「主場外交」皆提出中國的主張以主導議題的推展，顯示中國大陸

的多邊外交已從參與者變成主導者的角色。

如同「韜光養晦」一樣，習近平主政的中共外交也改變過去「絕不當頭」的方

針，在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領域扮演領導角色。不同於過去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與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期間達成減碳排放的協議，顯示中國大陸

願意與美國在國際議題上平起平坐。此外，在2014年11月底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

習近平除了重申「和平發展」外，還強調推進多邊外交，推動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

改革，增加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新華網，2014d）。可見未

來中國大陸會將更多外交資源投入在建立新的國際制度與規範，使其從過去既得利

益者、消極適應者的角色轉變成積極參與、主動制訂者，並從聯合國、20國集團

（G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等國際多邊機制著手，推動聯合國改革或

全球治理改革，引進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理念與規章特色。身為現行國際制度與規

範的受益者，中國大陸必須承擔與其實力相稱的全球治理責任、提供更多公共財，

以消除強勢外交的疑慮來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期待（Christensen, 2011）。

簡言之，十八大後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將變得較為積極、主動，其外交政策正

式脫離了過去的「韜光養晦」而進入「奮發有為」的階段。今後中共的外交政策將

以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為主，向特定鄰近國家或地區提供投資或經貿援助，合作

範圍將涵蓋政治、經濟、安全與文化領域。從西進的周邊外交策略可知，中國大陸

將增加對新興市場與周邊國家的外交資源，降低對已開發國家的投入，以促進國際

結構的多極化發展。與過去外交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的目標不同，現在則是用中國

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推動對外關係，藉以達到政治或外交上的目的。中國大陸也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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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國際與區域議題上扮演領導角色，在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與義務之餘，也會推動

國際制度與規範朝其偏好的方向前進。由此可見，十八大後的中共外交政策展現出

習近平個人的意志與理念，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為目標，進而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6

肆、中共外交政策變化的原因

由上述可知，中國外交的強勢發展在十八大後確立了新方向，然而究竟哪些因

素導致中國外交的變化？本節從外交政策的層次分析途徑探討導致中國外交變化的

可能原因，分為國際層次、國內層次與個人層次的因素：就國際層次而言是中國大

陸國力的提昇、因應外部威脅和維護海外經濟利益；就國內層次而言是中共內部的

權力轉移、利益團體的影響與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就個人層次因素而言是政治菁

英認知的轉變與領導人的個人偏好。

一、國際層次因素

（一）中國國力的提升

第一個國際層次因素是由於中國國力的相對提升導致外交政策的變化。現實主

義學者早已斷言崛起中國的對外行為自然會變得更為強勢（Swaine & Tellis, 2000; 

Mearshimer. 2001; Goldstein, 2005），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際權力

結構正朝對中國大陸有利的方向轉變，當西方國家的經濟開始衰退之際，中國大陸

仍維持高度經濟成長，並即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因此中國大陸自然

在外交議題上不願再像過去一樣妥協，而會要求其他國家必須更尊重其國家利益與

國際地位（He & Feng, 2012）。如同美國國防部2012年的「中國軍力報告」指出：

「隨著國力的增加與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大陸對其戰略優勢的追求表現地更為強

6 2017年10月中共召開十九大，確立了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中國外交新方向的「新時代」就此展
開，也等於正式告別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指導方針（Swai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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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同時也強調利用有利的外部環境來實現經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的目標」（Of-

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2: 2）。

（二）因應外部威脅的升高

第二個國際層次因素是為了因應外部威脅以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由於中國大陸

的海洋主權爭議持續升高，特別是在東海的釣魚臺問題與南海問題上，必須針對日

本、越南和菲律賓的主權宣示行為加以進行反制（Fravel, 2011; Johnston 2013）。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大陸也強化對其經濟海域的巡弋活動，因而較為頻繁地與美

國軍艦或軍機發生對峙的情況。此外，在北韓核武問題上，中國大陸也採取強硬手

段以表達強烈反對美國航空母艦駛入黃海海域。由此可見，中國的強勢外交是防衛

性的，反映出日益嚴峻的外部安全情勢。

（三）維護海外經濟利益

第三個國際層次因素是為了維護日益擴大的海外經濟利益。2008年的全球金融

危機爆發之後，中國大陸成為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不同於美國與歐盟等西

方國家等經濟陷入衰退，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仍持續增加。因此，中共領導

人必須採取更為強勢的外交作為，尤其是要提升中國的海軍實力，以維護中國大陸

日益擴大的海外經濟利益，例如派遣艦隊赴亞丁灣執行反海盜任務（Glosny et al. 

2010; Kennedy, 2010; Zhang, 2010）。

二、國內層次因素

（一）政治權力移轉

第一個國內層次因素是中共領導人的權力轉移導致中國外交的變化。為了確保

中共的權力接班能在2012年底的十八大順利完成，中共領導人必須在外交上採取

較為強勢的手段，以免落入政治對手的口實（Christensen 2011; Overholt 2012）。

尤其在這段期間發生了所謂「薄熙來」事件，更印證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白

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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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益團體的影響

第二個國內層次因素是利益團體的影響造成中國外交的變化。近年來各種利益

團體，包括解放軍、國營企業等，開始參與中共的涉外事務，使得外交政策不一致

的狀況頻傳。例如2011年利比亞爆發內戰，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格達費（Muammar 

Qaddafi）政權並實施制裁，中共軍方卻仍私下與利比亞政府協商軍售事宜（Ander-

lini, 2011）。此外，也有研究指出，這些利益團體基於本身利益，要求政府在某些

外交議題上採取強硬措施，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北京對外的強勢行為，因而有違中國

大陸和平發展的方針（Jakobson & Knox, 2010; 王存剛，2012; Shambaugh, 2013）。

因此，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可能基於經濟與石油的利益，要求北京政府抵制西方國

家在北韓與伊朗問題上的立場；解放軍或海巡部門或為了爭取單位預算而強化對爭

議海域的軍事部署與活動（Gill, 2011; Buszynski, 2012）。正值第五代領導人接班

之際，中共領導人必須更滿足這些利益團體的要求，以鞏固自身的權力基礎。

（三）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第三個國內層次因素是中國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於民族主義已

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中共領導人更注重民意並在政策上宣洩國內的民

族主義情緒。因此在對外事務上，中共領導人必須採取強勢的態度，避免表現得過

於妥協或軟弱，以免被指責有損國家利益與尊嚴（Hughes 2011; Ross 2013; Zhang, 

2014）。

三、個人層次因素

（一）政治菁英認知的轉變

第一個個人層次因素是中共政治菁英認知的轉變導致中國外交的變化。許多

中國大陸的政治菁英認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代表美國國力已經開始走下坡，在不

久的將來「華盛頓共識」將被「北京共識」取而代之（Scobell and Harold 2013; Shi 

2014; Lynch 2015）。姑且不論中國大陸是否將要取代美國，這樣的認知已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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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共領導人的外交決策，因而要求其他國家更尊重中國大陸的利益與國際地位，

並在對外關係上要跟美國平起平坐（Breslin 2011; Callahan 2012）。

（二）領導人的偏好

第二個個人層次因素是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偏好影響了中國外交的走向。習近

平在十八大上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對內厲行反貪腐政策的同時並將權力高度集

中，對外則提出「中國夢」、「一帶一路」等外交倡議，展現出強烈的個人領導風

格，有別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謹慎、保守的外交作風，因此習近平個人的認

知與偏好是中國外交趨於強勢的主要原因（Lampton, 2014; Blanchard, 2015; Mastro, 

2015）。

由於中共決策系統的高度不透明性，外界很難得以一窺其外交政策制訂的過

程，因此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中國外交的變化目前仍是國際關係學界爭論的議題。

如前所述，不論是國際、國內或個人層次因素皆有不同學者所主張，亦有可能非單

一因素所能解釋，而是這些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結果（Chang Liao, 2016b）。無論如

何，本文藉由探討十八大後中共外交政策的變化，希望除了不僅有助於瞭解影響中

國外交決策的因素，還能夠充實現有解釋外交政策變化的理論與個案，為外交政策

分析的研究做出貢獻。

伍、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展望（代結論）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強調「和平發展」的對外關係，以營造

有利於中國大陸經濟建設的外部環境。尤其在冷戰結束後，面對美國主導的單極國

際體系，中國大陸透過雙邊外交、多邊機制與經濟外交，展現中國的崛起有助於全

球經濟的繁榮與國際秩序的穩定，因而化解國際社會關於「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並

建立合作互賴的中美關係。從實踐的成果來看，中國大陸確實成功地營造了一個和

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不僅促進了雙邊與多邊的經貿發展，也提昇中國大陸的國際地

位及權力，這樣的國際環境也有助於中共內部的政權穩定與國內經濟建設，因此鄧

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指導方針確實有利於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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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權力結構開始朝有利於中國大陸的方向發

展。然而於此同時，中國外交也開始變化，轉而更強調要「有所作為」。這樣的轉

變固然符合國際社會要求中國大陸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期待，但其強調「核心利

益」與經濟制裁的運用影響了過去強調和平發展的對外關係，使得周邊國家紛紛加

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美國也順勢「重返亞洲」，導致中美關係的競爭大於合作。

十八大習近平上臺以後，中共外交政策延續此一強勢的趨勢，新一代領導人除了將

外交決策權力高度集中，還在對外關係上強調要「奮發有為」，以經濟實力來推動

西進的周邊外交，並在區域與國際議題上扮演主導的角色。在可見的外來，十八大

後中共外交將朝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邁進，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為目標。

由此可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中國外交確實出現了巨大的轉變，不僅

一改過去中共領導人謹慎、保守的作風，並以積極、強勢的態度展現出崛起中國的

自信與國際影響力。這樣的轉變確實讓中國大陸在面對日益複雜的區域與國際情勢

時，能夠更適時地採取行動因應，而不再像過去一樣消極應對；這樣的發展也讓國

際社會感受到中國大陸已然從發展中國家進階為發達國家、從區域大國晉升為世界

強權。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國外交的變化提升了民族自信心與國際地位，讓國際社

會給予中國大陸更多的重視與尊重。因此，過去國際關係學界關切的是中國大陸要

如何適應國際社會，今後的研究課題會是國際社會要如何適應一個崛起的中國。

然而，展望未來，中國外交的變化也將會為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帶來不少的

變數。首先，儘管中共領導人強調周邊外交的優先性，但其強調國家核心利益的作

法造成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日益緊張。例如，中日關係近年來因為釣魚臺爭議與歷

史問題，達到雙方自1972年建交以來的最低點；儘管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強調以外

交手段解決南海主權爭議，但中國大陸在南海島礁的軍事部署為雙方關係蒙上一層

陰影，無法回到像1990年代時期那般穩定。此外，中國大陸和印度、澳洲也因為領

土爭議或經貿問題而產生諸多摩擦。更重要的是，中美關係也從過去的合作互賴轉

變為競爭與貿易糾紛，如美國歐巴馬政府的中國政策從上任初期的溫和逐漸轉為強

硬，並提出重返亞太的戰略宣示；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也開始啟動對中的

貿易制裁。中美競爭的擴大與關係的緊張為全球經濟與國際秩序增添了更多不確定

性，連帶地也影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所需要的穩定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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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國大陸運用經濟制裁擴大政治影響力的作法，會促使其他國家重新思

考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反而削弱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影響力。例如南韓在美國要求下

部署薩德飛彈防禦系統後，遭受中國大陸的貿易制裁與觀光抵制，因此開始加強對

東南亞國家的投資以分散市場風險。儘管中國大陸的經濟制裁無法促使南韓改變部

署薩德的決定，卻讓周邊國家警覺到必須降低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與投資合作。

一旦周邊國家降低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不僅會提高與美國安全合作的意願，

也不利於中國大陸自身的經濟發展。再者，中國大陸的經濟外交也引起了「戰略透

支」（strategic overreach）的風險。尤其中共領導人在提出「一帶一路」與多邊外

交的倡議後，是否會導致中國大陸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與義務，進而忽略內部的經

濟建設與改革，值得密切注意。

最後，中國外交的變化不僅為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帶來挑戰，也讓國際社會開

始擔憂中國崛起後將在國際社會扮演何種的角色。過去中國的崛起得利於現有的國

際制度與規範，現在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主要課題是要如何營造一個國際社會能共

享中國崛起的和平繁榮國際新秩序（朱雲漢、黃旻華，2007），而非建立一個維護

自身利益且選擇性的規範與制度，才能有效化解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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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樹範
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

摘　要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從2015年12月起對中國大陸軍隊進行空前的組織制度調

整引起世人高度關注。他做了那些調整？調整的方向是什麼？他為什麼調整？新舊

組織間的差異何在？調整後對中國大陸軍隊的軍事戰略的意義為何？探討上述諸問

題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關鍵詞：習近平整軍、中國大陸軍隊改革、解放軍改革、習近平與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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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6年1月1日中國大陸軍隊的最高指揮機構，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

正式公布影響中國大陸國防和軍事未來幾十年發展和運作的改革方案，而引起世人

高度注意。其所以引起世人高度注意的原因是，其改革的幅度非常大，涉及從中央

軍委到基層行政管理和指揮機制，澈底改變了中共自建軍以來已行之近乎百年的組

織運作。這個規模史無前例的國防軍事改革充分反映出習近平強烈的中國夢和強軍

夢願望。

要強調的是，習近平對軍隊關注程度之高遠遠超過江澤民和胡錦濤。他於2012

年秋季就任黨的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家主席以後，除了在軍隊進行

反貪腐並整肅了剛卸任的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外，他頻繁地視察部

隊，且在短時間內幾乎走訪中國大陸軍隊的所有單位；在視察中他對部隊做各種指

示，強調軍隊要隨時能打仗，且要打勝仗；他也幾次大幅度地提高軍人的待遇等。

他對國防和軍隊的關注於進行這個史無前例的國防軍事改革達到高潮。

本文含蓋時間雖然是從2012年秋季起當他正式成為領導人開始，但是，他對中

國大陸國防軍事發展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是他對中國大陸軍隊的改革。因此，本文置

重點在2015年年底當他正式對內宣布將進行大規模軍事改革以後。但是，本文也擬

說明習近平迄今為止的軍事戰略調整，主要武器裝備發展趨勢，及國內與對外的實

際行動（包括近一兩年來對臺的海空行動等）。

貳、軍隊領導和作戰體制的調整

2016年1月1日新華社正式公布的改革方案名稱為「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

隊改革的意見」（簡稱意見）。此「意見」對於改革的目標、內容、和方向都有所

陳述。在目標方面，是以『「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以領導管

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為重點，協調推進規模結構、政策制度和軍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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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發展改革。』換言之，這涉及範圍非常廣泛的組織制度和指揮關係的調整。

習近平也設立的改革的時間表。「按照總體目標要求，2015年，重點組織實施

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2016年，組織實施軍隊規模結構和作戰力

量體系、院校、武警部隊改革，基本完成階段性改革任務；2017年至2020年，對相

關領域改革作進一步調整、優化和完善，持續推進各領域改革。」

上述簡單陳述的原則目標根本澈底地改變中國行之已久的軍隊領導體制，把決

策、指揮、監督、和執行等的功能和責任重新劃分。在決策、指揮、和監督方面把

權力集中到中央軍委，使中央軍委確切的能夠「管總」。並且透過組織調整強化中

央軍委主席的權力，加強中央軍委管理和指揮能力，以真正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

「意見」對此的說明是：「著眼加強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強化軍委機關的戰略謀

劃、戰略指揮、戰略管理職能，優化軍委機關職能配置和機構設置…」。

一、強化中央軍委　廢除四大總部

在此思維構想之下，習近平廢除四大總部，把過去四大總部從指揮機構轉變成

軍委的幕僚機構，並且把四大總部分拆成十五個職能部門，以達到協助軍委機關戰

略謀劃、戰略指揮、和戰略管理。「意見」對重組的方式地說明是：「從職能定位

入手，按照突出核心職能、整合相近職能、加強監督職能、充實協調職能的思路，

調整改革軍委機關設置，由總部制調整為多部門制。」軍委新成立的十五個職能部

門是：辦公廳、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裝備發展部、訓練管理

部、國防動員部、紀律檢查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戰略規劃辦公

室、改革和編制辦公室、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審計署、和機關事務管理總局。

四大總部是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總裝備部固然正式

成立於1998年，但是，在那之前總參謀部下已設有裝備部。1998年把總參謀部的裝

備部挪到總裝備部下。其餘三大總部的歷史可追朔到1930年代，因應當時中國共產

黨在中國大陸進行武裝割據需要發展而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1954

年成立三大總部，以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軍和作戰。軍委則透過三大總部指揮

軍隊。某種程度而言，因為四大總部有指揮權，這事實上使得四大總部變成獨立領

導層級，代行軍委許多職能，影響了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從而弱化了軍委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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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和監督權力。習近平的改革澈底改變了過去的做法。

除改制四大總部為軍委的十五個幕僚職能單位外，軍委聯勤保障部隊也被改

組，並列為軍委直接管轄的單位。軍委聯勤保障部隊的前身是總後勤部武漢後方基

地和各大軍區聯勤部。2016年9月13日正式授旗的軍委聯勤保障部隊的總部仍設在

武漢，稱為武漢聯勤保障基地，配合五大戰區的設置分別在無錫、桂林、西寧、瀋

陽、和鄭州設立聯勤保障中心。中國大陸國防部的說明指出，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是

「實施聯勤保障和戰略戰役支援保障的主體力量」。其調整的原則是「堅持能統則

統、宜分則分，優化資源配置，調整任務區分，形成專用自保、通用聯保的保障力

量格局」，並且「堅持走軍民融合的路子，推進社會化、集約化保障，精簡軍隊後

勤保障機構和人員，提高聯勤保障整體效益」。其目標是「構建以聯勤部隊為主

幹、軍種為補充，統分結合、通專兩線的保障體制」。（中國國防部，2016/9/13）

除廢除四大總部外，習近平另外組建了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並根據

黨指揮槍的原則擔任這個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總指揮。2016年4月20日習

近平到設在聯合參謀部內的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視察。在視察時習近平指出，要

健全完善聯合作戰指揮運用機制，要以軍委聯指中心運行實踐促進戰區聯指工作，

盡快形成聯合作戰指揮能力。這顯示習近平領導的中央軍委除了集中軍隊的行政權

外，也集中了軍隊作戰的指揮權，使得中央軍委建立了平時和戰時的轉換機制。這

也凸顯了軍委主席負責制在軍隊指揮層面的貫徹。

中國大陸的媒體報導，作為中國大陸軍隊最高作戰指揮機構，軍委聯指是一個

常設機構，負責戰時全軍三軍聯合作戰。各個戰區也有各自的聯合作戰中心，負責

指揮戰區內的三軍聯合作戰。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由軍委直接指揮，下面分設戰

區，負責作戰指揮，戰區指揮官有權指揮與調動戰區內各軍種部隊。其目的是大幅

縮短指揮鏈長度，簡化軍隊指揮制度，以有利於提高部隊機動性及聯合作戰效能。

二、強化軍種功能

對中央軍委進行大幅度改革以集中對軍隊的行政和指揮權後，習近平對軍種的

建制做出很大的調整。「意見」對軍種建設有明確說明：「軍委機關下放代行的軍

種建設職能，剝離具體管理職能，…健全軍種領導管理體制，優化軍種機關職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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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機構設置，發揮軍種在建設管理和保障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設立陸軍司令部。中國自1949年建政以來沒有設立單獨的陸軍司令部，

而是由總參謀部代行陸軍司令部的職能。這使總參謀部應有的專門功能和擔任陸軍

司令部的軍種功能混合在一起，形成特殊的大陸軍主義，使得陸軍的位階高於其他

軍種。再加上，四大總部和大軍區的負責人都由出身陸軍的人擔任，這更強化大陸

軍主義，不利聯合作戰的發展。

即使從2004年起，海、空軍、和第二炮兵司令都成為軍委委員，期待的聯合

作戰仍然難以發展。甚至，這可能更阻礙聯合作戰的發展。海、空軍、和第二炮兵

司令都成為軍委委員固然提高海、空軍、和第二炮兵的地位，使得軍委容納海、空

軍、和第二炮兵的意見，而可以從更寬廣的角度處理軍隊的整體發展和作戰事宜。

但是，因為海、空軍、和第二炮兵地位的提高成為全軍級幹部，使得軍區司令因為

地位相對低落而難以指揮轄區內的海、空軍、和第二砲兵部隊。

把陸軍從總參謀部獨立出來成立獨立的陸軍領導機構，並使陸軍和海、空軍、

（第二炮兵改名後的）火箭軍、和新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具同等地位，則是走向聯

合作戰的初步之道。另外，在人事任命上，陸軍不再獨佔總部（或新改組後的軍委

十五個職能部門）層級高階人事職位，而是由各軍種的人出任，也有助於聯合作戰

的發展。實際上，進入2000年以後，四大總部重要職位逐漸有海、空軍的人出任。

除組建新的陸軍領導機構外，第二炮兵也被改名為火箭軍，確立其作為獨立

軍種地位，脫離可能被視為兵種的地位。要強調的是，其以前因為名稱可能被視為

是陸軍的一個兵種，但是，因為其掌控核武器的特性，其自組建以來一直受軍委直

接指揮。改名後因為地位和陸、海、空軍一樣，火箭軍也被列為聯合作戰的一支。

特別是火箭軍和陸、海、空軍都是被列入新設計的戰區臂章裡面，顯示他是聯合作

戰的一個成員。只是戰區司令究竟能指揮火箭軍何種作戰單位仍待進一步觀察；例

如，火箭軍的核武器真的能由戰區指揮嗎？因此，合理的推測是，戰區只可以指揮

傳統彈頭的火箭軍部隊。

除了陸軍是新組建以外，另外一個特別引人注意，而且對於作戰影響深遠的新

組建單位是戰略支援部隊。戰略支援部隊被列為是和陸、海、空、和火箭軍同樣地

位的第五個軍種。中國大陸軍事專家尹卓指出，戰略支援部隊主要的使命任務是支

援戰場作戰，使中國軍隊在航天、網絡和電磁空間戰場能取得局部優勢，保證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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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利進行。具體地說，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包括：對目標的探測、偵察和目標信

息的回傳；承擔日常的導航行動，以及北斗衛星和太空偵察手段的管理工作；承擔

電磁空間和網絡空間的防禦任務。因為被稱為「支援部隊」，戰略支援部隊不是一

直單獨的作戰力量，它是與陸、海、空、和火箭軍等軍兵種的行為融合為一體，形

成一體化聯合作戰行動。（人民網，2016/1/5；童磊，2016/9/29）

三、設立戰區

習近平的國防軍事改革除了釐清國防軍事的行政管理體制外，他更重視作戰

指揮體制的調整。在中央軍委層級設立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並且依據黨對軍隊

的絕對領導原則自己擔任聯合作戰總指揮後，他也大幅度調整了自1985年以來的七

大軍區為五大戰區。這五大戰區分別是：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

區、和中部戰區。而且，習近平在各個戰區設立戰區層級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關於聯合作戰和新設立的戰區，「意見」有明確的說明：「適應一體化聯合

作戰指揮要求，建立健全軍委、戰區兩級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構建平戰一體、常態

運行、專司主營、精幹高效的戰略戰役指揮體系。重新調整劃設戰區。按照聯合作

戰、聯合指揮的要求，調整規範軍委聯指、各軍種、戰區聯指和戰區軍種的作戰指

揮職能。與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相適應，完善聯合訓練體制。」

東部戰區所含蓋地理範圍和原來的南京軍區完全相同，包括：江蘇、安徽、浙

江、江西、福建、和上海市。南部戰區含蓋廣東、廣西、海南、雲南、湖南、和貴

州，和原來廣州軍區包括的廣東、廣西、海南、湖南、和湖北略不同。西部戰區含

蓋的地理範圍非常大，包括西藏、四川、重慶、新疆、青海、甘肅、和寧夏，幾乎

包括原來的成都和蘭州兩大軍區的範圍。北部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

古、和山東，比原來的瀋陽軍區範圍大。中部戰區有北京、天津、山西、陝西、湖

北、河南、和河北，也比原來北京軍區範圍大。

習近平期待戰區的設立可以改變過去軍區平戰不分，難以進行期待中的聯合作

戰的問題。過去設立的軍區固然是結合平時和戰時的組織，但是，因為缺乏獨立的

陸軍領導機構，平時中央軍委透過四大總部和各個大軍區管理的主要是以陸軍為主

的部隊，這使軍區實際重心變成扮演起軍區陸軍的角色。長久以後，軍區於戰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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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揮海、空軍的角色則被忽視；這特別是當中國軍隊越來越重視軍種聯合作戰需

求時，這個問題更被凸顯出來。

前面提到，從2004年起，海、空軍、和第二炮兵的司令都成為中央軍委委員，

晉升為全軍級幹部，和四大總部負責人地位一樣高。這固然使海、空軍、和第二炮

兵的意見直接進入中央軍委，利於中央軍委從整體角度做重大決策，利於軍種平衡

發展。但是，帶來的問題是因為海、空軍、和第二炮兵司令位階的提高，使得軍

區司令位階相對降低。同時，軍區內的海、空軍單位更易受他們直屬司令意見的影

響。這更不利聯合作戰發展的需要。

習近平的改革設立獨立的陸軍領導機構，並使陸軍和海、空、和火箭軍、及戰

略支援部隊立於平等地位，同時，軍種司令和戰區司令也立於平等地位後，戰區的

功能就被凸顯出來。戰區成為常設單位，在被賦予「戰區主戰」的職責下必須執行

「健全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構建聯合作戰體系」的任務。

習近平國防軍事的改革建立兩套體制。這兩個體制是區分領導管理體制的建軍

和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用兵。作戰用兵方面的體制是：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戰

區－部隊，軍隊建軍行政體制則是：中央軍委－軍種－部隊。這個區分澈底打破行

之已久的中央軍委－四大總部－軍區－部隊的平時戰時結合於軍區的單一體制。

習近平在戰區司令的人事任命做出和昔日迥然不同決定。自1949年設立大軍區

以來，大軍區司令始終都是由陸軍的人擔任。一方面，陸軍是中共於1949年取得政

權的主要軍種。另一方面，軍區對內維持穩定的意義高於處理對外威脅。因此，自

1949年以來，大軍區司令始終都是由陸軍的人擔任。但是，2017年習近平任命海軍

中將袁譽柏為南部戰區司令員，空軍上將乙曉光為中部戰區司令員後，陸軍壟斷軍

區司令員的傳統被澈底打破。

除陸軍壟斷被打破以外，海、空軍幹部擔任戰區司令員職務有更重要的意涵。

這是否表示，透過任命海、空軍幹部擔任戰區司令是否表示對內意義大於對外意義

的軍區將成為過去，中國軍隊未來將是以走出去為主，而戰區是負責執行戰略方向

走出去的單位？換言之，中國軍隊是否變成具有侵略性（aggressive）的軍隊？這

引起中國周邊國家高度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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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武警

比較特殊的是人民武裝警察（武警）也被列入國防軍事改革項目當中。武警原

本是採取雙種領導，屬於國務院編制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實行統

一領導管理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具體而言，武警總部接受公安部的領導和指

揮，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設立總隊，總隊及其以下武警部隊接受同級公安部門

的領導。中央軍委主要負責武警部隊的組織編制、幹部管理、指揮、訓練、政治工

作；國務院主要負責武警部隊日常任務賦予、規模和編制定額、指揮、業務建設、

經費物資保障。亦即中央軍委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

部、總後勤部）實施對武警部隊的統一領導、統一管理，國務院通過各級公安機關

按規定權限對武警部隊實施分級指揮。處置突發事件和搶險救災需要使用武警部隊

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可按照規定權限調動使用本行政區域內的武

警部隊；需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調動使用武警部隊時，報黨中央、國務院、中央

軍委批准。

然而，王立軍事件及後續發展可能使得習近平決定調整武警部隊的歸屬。王立

軍曾是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他可能是因為英國人士海伍德死亡案和重慶市

委書記薄熙來有糾紛，於2012年2月6日叛逃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躲藏，並提出政

治避難申請。薄熙來調動大量重慶市管轄的武警包圍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其後，

王立軍被國家安全部官員帶到北京。問題是薄熙來調動武警包圍美國駐成都總領事

館違反了「需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調動使用武警部隊時，報黨中央、國務院、中

央軍委批准」的規定。另外，王立軍叛逃是否屬於「突發事件」而能動用武警？再

加上武警是數量極為龐大的武裝力量，中共黨內主管公安部的政法委書記基於雙重

領導有權力調動武警，這形成安全體制的漏洞。

習近平對武警的改革是把涉及安全使用武力的部分歸中央軍委直接管理，把非

涉及武力的部分從武警移出到其他部委之下。這也是「軍是軍、警是警、民是民」

的原則。「意見」對武警調整的說明是：「武裝警察部隊指揮管理體制和力量結

構。加強中央軍委對武裝力量的集中統一領導，調整武警部隊指揮管理體制，優化

力量結構和部隊編成。」自2018年1月1日起，武警部隊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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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領導，實行中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指揮體制，歸中央軍委建制，不再

列國務院序列。從此，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及各級公安部門無權調動武警部隊。武

警經過調整後的主要責任是內衛和海警。要強調的是，武警雖被列入中央軍委的集

中統一領導，但是，其不被列入戰鬥序列。

五、中國大陸的DARPA？

習近平也重視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2017年在中央軍委下成立「中央軍委軍

事科學研究指導委員會」，連同中央軍委既有的科技委員會，被認為是國防和軍隊

科技創新有了全新的頂層架構。但是，對於該機構的角色、組織、和運作，以及

和其他類似機構間的關係，中國大陸媒體沒有進一步報導。顧名思義，此機構可能

是中央軍委下關於科技發展的最權威顧問機構，可能網羅中國當代最尖端的科學家

和工程專家。中國大陸媒體在報導此機構時，強調「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已經成為

軍事競爭的核心要素。1958年，美國五角大樓創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DARPA），負責軍事領域的高新科技研發。人們

熟知的網際網路、全球定位系統、隱形戰機、電磁炮、鐳射武器等先進技術，大多

與DARPA有關」，暗示這機構未來將偏重創新科技的發展，期待能扮演起中國大

陸的DARPA角色。

和建立中國大陸DARPA相關的是習近平大力鼓吹推動的軍民融合。這是因為

隨著科技迅速的發展，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的界線越來越難以區分，因此，必須

促進兩者間的交流以獲取最大經濟和軍事效益。「意見」對於軍民融合的做法、走

向、和機制都有陳述：「軍民融合發展。著眼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

融合深度發展格局，構建統一領導、軍地協調、順暢高效的組織管理體系，國家主

導、需求牽引、市場運作相統一的工作運行體系，系統完備、銜接配套、有效激勵

的政策制度體系。分類推進相關領域改革，健全軍民融合發展法規制度和創新發展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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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

為確切推進軍民融合，習近平在2017年1月在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宣布組成

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由習近平自己擔任主任，並界定委員會的工作是「中央

層面軍民融合發展重大問題的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統一領導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副主任由三位政治局常委擔任，分

別是李克強、劉雲山、和張高麗。其他成員包括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科技

部、工信部、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民政部等代表。這個委員會組成層級非常高，成員範圍廣，凸顯出習近平高

度重視軍民融合工作的推動，也凸顯軍民融合涉及層面非常廣。

要強調的是，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不是中央軍委的直屬單位。而是在政治

局下的跨部門組織。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組成後開過幾次會。特別是2018年3

月召開的十九屆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軍民融合發展

戰略綱要」、「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2018年工作要點」、「國家軍民融合創新

示範區建設實施方案」及第一批創新示範區建設名單。

七、調整中央軍委委員成員

最重要的是對中央軍委委員的調整。在進行國防軍事改革後及召開黨的十九大

之前，習近平對中央軍委委員採取維持舊制的作法。但是，召開黨的十九大之後，

中央軍委委員成員的組成從過去的十一人減少為七人。過去的十一人包括：主席，

兩位副主席，四大總部負責人，國防部長，及海、空、和二炮司令。中共十九大以

後軍委委員成員只有七人，包括：主席，兩位副主席，國防部長，聯合參謀部長，

政治工作部主任，和軍委紀律委員會主任。

前述軍委委員成員的調整有重大意義。成員人數減少出乎許多分析人士的意

外，這完全象徵習近平治軍時代的開始。其次，軍種司令退出軍委利於朝向以戰區

為主的聯合作戰方向發展。其三，這是中國大陸軍隊歷史上第一次把中央軍委紀委

書記列為軍委委員，這表示習近平持續打擊軍隊貪腐的意志和力量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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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軍種組建

包括中央軍委在內的高層領導體制和聯合作戰體制的基本架構調整完成後，

後續則是處理各軍種／戰區部隊的力量編成和規模、指揮體制關係、和作戰指揮關

係等議題。這被中國媒體稱之為「脖子」以下的改革。這些議題非常瑣碎且複雜，

但是，卻實際涉及戰力的發展而不能輕忽。本文只分析陸軍、戰略支援部隊、和海

軍；陸軍和戰略支援部隊是新組建單位，海軍有新組建單位，整體變化不大；空軍

因為沒有變化而略過。

一、陸軍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軍隊是陸軍為主的軍隊，但是，自1949年以來卻始終沒有獨

立的陸軍領導機構，直到2015年12月31日在深化國防和軍事改革中才成立。因此，

陸軍軍種的組建幾乎是從頭開始。自正式成立陸軍以來，其組織調整有幾項。首

先，是在五大戰區設立陸軍司令部及司令部所屬機構，統轄戰區內所屬陸軍部隊和

海防部隊。戰區陸軍的司令部不必然和戰區司令部在同一地方。例如，東部戰區司

令部在南京，東部戰區陸軍司令部則在福州市。

其次，是把既有的18個集團軍裁減為13個集團軍。這13個集團軍的番號是：中

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

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和八十三集團軍。中國國防部強調裁

減5個集團軍的意義是：「調整組建新的集團軍，是對陸軍機動作戰部隊的整體性重

塑，是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新型陸軍邁出的關鍵一步，對於推動我軍由數量規模型向

品質效能型轉變具有重要意義。」換言之，集團軍數量的減少毫不減損陸軍戰力。

第二是改集團軍番號。中國陸軍設定番號的原則自1948年開始確立，其間經

過幾次裁軍，但是未被裁撤單位的番號持續沿用。原來的18個集團軍的番號分別是

第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六、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二十

七、第三十一、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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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和第六十五軍。要強調的是，同一軍區集團軍的番號不必然是連續的；

典型的例子是南京軍區有第一、第十二、和第三十一軍，其番號不連續。這或許和

國、共內戰爆發時，各野戰軍都派出部隊南下作戰有關。

戰區設立後，同一戰區新的集團軍番號都是連續的。東部戰區集團軍番號是第

七十一（原第十二軍）、第七十二（原第一軍）、和第七十三（原第三十一軍）集

團軍。南部戰區則有第七十四（原第四十二）和第七十五（原第四十一）集團軍。

西部戰區有第七十六（原第二十一）和第七十七（原第十三）集團軍。北部戰區

有第七十八（原第十六）、第七十九（原第三十九）、和第八十（原第二十六）集

團軍。中部戰區有第八十一（原第六十五）、第八十二（原第三十八）和第八十三

（原第五十四）集團軍。被裁撤的包括原第十四、第二十、第二十七、第四十、和

第四十七等五個集團軍。

部分留存集團軍的駐地有調整。例如，原第四十一軍的駐地是廣西柳州，改番

號為第七十五軍後的新駐地是雲南昆明；原第二十一軍的駐地是陝西寶雞，改番號

為第七十六軍後的新駐地是青海西寧；原第十三軍的駐地是重慶，改番號為第七十

七軍後的駐地是四川成都崇州市；原第十六軍駐地是長春，改為第七十八軍後駐在

黑龍江的哈爾賓。

要強調的是集團軍的調整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其不只是整個集團軍簡單的裁

撤和保留，或駐地的挪移。例如，被裁減的集團軍有的只是因為其規模小而取消集

團軍番號，其所屬部隊被併入其他集團軍。也有的集團軍所屬作戰部隊被調到其他

種；典型的例子是，原陸軍第二十六（新番號是第八十）集團軍所屬的第七十七

旅轉隸屬海軍陸戰隊，原第一（新番號是第七十二）集團軍的兩棲機械化第一師，

和原第四十二（新番號是第七十四）集團軍的兩棲機械化第二師也都轉移到海軍陸

戰隊。

陸軍接收了三個單位和一些院校。三個單位分別是：原來由省軍區領導的邊海

防部隊和預備役部隊、及包括試驗基地在內的試驗部隊。院校則主要是培養中、高

層專業兵種幹部，雖也承擔培養出籍幹部的功能，其包括：陸軍指揮學院、砲兵防

空兵學院、特種作戰、航空兵、防化、步兵、裝甲兵、邊海防、勤務、軍醫、和工

程兵等。透過這些院校教育使中國大陸陸軍得以發展完整的兵種，及需要的中、高

層專業領導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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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陸軍相關部隊的調整外，被調整的尚包括過去大軍區管轄的省軍區系統。

新疆、西藏、和北京衛戍區因為地處特殊地區，包括族群差異、周邊國家複雜、及

的處中樞地帶政治敏感等，其原有部隊直接歸陸軍領導，而且，軍事指揮官層級提

升到副戰區級別。其餘的原大軍區領導的省和直轄市部隊轉隸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

領導，其新被賦予的任務是：地方黨委的軍事顧問，組建後備力量，處理同級政府

的兵役徵集，國防動員，國防教育，國防設施保護，及協調地方的雙擁工作和軍民

融合，及離退休幹部服務等。在具體指揮方面，基於黨指揮槍的原則，地方黨委書

記仍擔任省軍區／警備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命令透過擔任地方書

記的省軍區／直轄市警備區黨委第一書記向下傳達。省軍區／警備區的組織也做相

應調整，從以前的四大部：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和裝備部調整為：辦公室、

政治工作局、戰備建設局、國防動員局、和保障局。

總體而言，陸軍是習近平大幅度國防軍事改革受影響最大的軍種，使昔日獨

大的局面不再。習近平在2015年閱兵時宣布將裁軍三十萬，其主要對象就是陸軍。

甚至，自大規模國防軍事改革開始後，陸軍員額佔中國大陸軍隊總員額比例已降到

50%以下。中國大陸軍隊總員額原來是230萬，軍改後的目標是減少到200萬；陸軍

員額從約115萬減少到90萬。另一方面，各種技術兵種的加入，和制度的建立，中

國大陸陸軍將發展成兵種齊全的軍種。（解放軍報，2016/11/25）

二、海軍

海軍是這一波改革的受益軍種，這特別是指其規模和編制而言。一方面，隨著

中國大陸國家利益全球化發展，其各種海洋和海外利益需要海軍為主的軍隊維護。

這使中國大陸各種艦艇建造、下水、和服役數量在過去十年中快速增加，而需要快

速增加其海軍員額。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利益全球化，中國大陸對海外快速反

應部隊的需要增加之際，海軍陸戰隊的擴編已是不可避免。凡此，都是中國大陸海

軍規模和編制擴張的原因。

在軍種管理方面，過去的三大艦隊都改名了，雖然人們仍然習慣以舊名稱稱

呼。北海、東海、和南海艦隊因應戰區的成立分別改名為北部戰區海軍，東部戰區

海軍，和南部戰區海軍。雖改名，其戰區海軍司令員仍同時擔任各戰區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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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副司令員仍然是副戰區級幹部。最引人注意的是任命海軍將領擔任南部戰區

司令員，這是中國大陸軍隊歷史上的首次。也凸顯習近平了解南海議題的特殊性，

調派一位了解海洋議題的軍事幹部擔任戰區指揮官。

在國防軍事改革中，中國大陸海軍實際作戰部隊和陸軍需要大幅重建狀況不

同。唯一加強組建的是海軍陸戰隊。中國大陸的海軍陸戰隊的規模原為一萬多人。

隨著更多陸軍單位移轉到海軍陸戰隊，其規模將日益擴大。西方評估，到2020年

時，中國大陸海軍陸戰隊將有四萬人的規模。（Strategy Page, 2018/2/20）。除擴大

海軍陸戰隊的人員編制規模外，更多的相關硬體發展也在進行中，以增加海軍陸戰

隊的戰力。典型的例子是，除了既有約30艘大型，但噸位稍低的登陸艦外，中國大

陸已經部署了四艘更大型的071型大型綜合兩棲登陸艦；此艦吃水達25,000噸重，

可以運送高達一個合成營規模的兵力，連同步兵戰車、主戰坦克、和兩棲車輛等展

開登陸作戰，同時甲板上則有二架直升機。據推測，中國大陸還將另外建造四艘

同型的兩棲登陸艦。此外，近期則有媒體報導，中國大陸正在設計075型兩棲攻擊

艦，此艦吃水達40,000噸，能搭載近30架各型直升機，及其他更多的步兵戰車、主

戰坦克、和兩棲車輛等。這都顯示中國大陸越來越重視海軍陸戰隊的發展。至於是

否會模仿美國把海軍陸戰隊變成獨立的軍種則仍待觀察。

除了注意到組建海軍陸戰隊以發展因應海外權益能力外，中國大陸也注意到沿

海的海洋權益。前面提到，在改革中把原來形式上和國家海洋局是同一單位，但實

際由公安部指揮的國家海警局調整到武警之下，由武警領導指揮，並組建武警海警

總隊的中國海警局，以統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雖被直屬中央軍委領導指揮的

武警領導指揮，但是，中國海警局不被列入戰鬥序列，所以不被賦予戰鬥任務，而

仍然執行「警是警」的海上警察任務。

然而，如何具體執行海上巡邏執法任務，特別是組成戰區後海軍、海警、和其

他執法單位如何進行工作整合是值得注意，因為海軍、海警、和其他執法單位屬於

不同的官僚體系。一種新的模式於2018年5月推出，這個模式是三個部門的聯合巡

邏。（解放軍報，2018/5/20）中國媒體報導，歷時五天四夜，由軍艦（韶關艦）、

海警船、和地方綜合執法船聯合行動對西沙海域進行聯合巡邏。其運作方式是：

「編隊分段聯巡時，軍艦、海警船、地方執法船分赴三個不同方向巡邏，確保一旦

發現情況，可依照各自許可權和職責分工，快速前出處置。」「……假如發現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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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艦，我軍艦可立即應對；外籍漁船侵漁侵權，我海警船可以執法；我漁船非法捕

撈，地方執法船則前出執法。」然而，這個媒體報導沒有說明而有待澄清的事項很

多。這包括：這個聯合巡邏任務的命令是哪個機構的哪個人誰決定的？南部戰區在

其中的角色為何？決定的依據是什麼？海上現場的指揮官是誰？

其餘的是既有艦隊規模的擴大，及可能需要處理的指揮關係。在既有艦隊規

模擴大方面，可以從習近平任內快速建造、下水、及成軍的各種艦艇看出。倫敦

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曾公布一個中國大陸

在2000-2017年間軍用船艦下水總噸位的統計，從這個統計可以看出習近平對海軍

的重視。該統計指出，2012-2014以前，美國海軍在交艦下水的總噸數領先中國大

陸。但是，在2012-2014年間，雙方交艦下水的總噸數幾乎相同。到2015-2017年

間，中國大陸海軍在交艦下水的總噸數遠遠領先美國。這個統計證明了從2012年習

近平就任中國大陸領導人後各種軍艦快速下水服役的趨勢。

資料來源： https://www.iiss.org/blogs/military-balance/2018/05/china-naval-shipbuilding

圖6-1

Approximate full-load displacement (tonnes):
Chinese and US naval vessels launched 2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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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統計只列出交艦下水的總噸數，而沒有列出下水服役軍艦的屬性。過去十

年間的趨勢是，所造的軍艦趨於大型化，以利於中國大陸海軍走向遠海。例如，從

2000年起，共有30艘噸位達到4,000噸的054A已下水或服役，高達14艘是2012年10月

習近平就任領導人以後下水服役的。2010年以後，更大型高達7,000噸的052D開始建

造，迄今共有13艘服役，其中12艘是2012年10月以後下水服役的。此外，排水量高

達11,000噸重的055，被視為是中國大陸海軍神噸級的軍建於2017-2018年共有4艘下

水，另有4艘同級的軍艦將陸續開工建造。再以補給艦為例，從2010年起，中國大

陸開始建造大型、多功能、先進補給艦。典型的例子是091綜合補給艦，該艦排水

量是48,000噸，可以補給彈藥、水、和其他補給品給航空母艦和一般作戰艦艇。第

一艘091綜合補給艦「呼倫湖」號已撥給南部戰區運用，另外還要建造三艘。

中國大陸航空母艦的發展更引人注意。中國大陸現在只有一艘編號001的航空

母艦遼寧號。模仿遼寧號製造出，且同樣噸位，但有改進的002已完成，但仍在做

各種作戰測試而尚未服役。只是，001號和002號因為噸位有限，及受限技術能力，

其能配備的武力嚴重受限，而影響其戰力。例如，只能配備24架J-15戰機，且因屬

滑跳式起飛，戰機能掛載武器少，而戰力不足。為此，媒體報導，排水量更大達

85,000噸，且具備蒸氣或電磁彈射能力，甚至，可能具備電磁炮的003航空母艦已

在設計中。此外，也有媒體報導，中國大陸正研議排水量100,000噸，且具有核動

力推進的004航空母艦。當然，配合航空母艦的製造和服役，及各種大型多功能水

面驅逐艦、補給艦、和潛水艇的服役，中國海軍正逐漸發展出以航空母艦為中心的

航空母艦戰鬥群，使中國大陸海軍能發展出遠海作戰能力。

上述的快速建造，下水、和服役各種大型、先進、和多功能船艦或足以顯示習

近平的緊迫感。習近平擬在其到2027年可能的任內建立起強大的海軍，以證明他所

承諾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有大幅進展和成就。因為，快速建造這麼多各種大型、

先進、和多功能船艦需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高度的資源動員才能做到。這或也顯示

習近平和中國大陸領導人已經認識到，當中國大陸的利益越來越全球化，對海上貿

易的依賴越來越高以後，中國大陸必須有強大的海軍保護其漫長的海線交通的安全

和海洋利益。

只是，中國大陸海軍能否如習近平期待的，在其任內發展出強大海軍則視中國

大陸在相關技術突破的程度。這主要包括其可能用在004航空母艦負責動力推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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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爐，船艦電子技術自製程度，（Erickson 2016）及新型、更適合航母艦載

機的研製。以中國大陸當下的經濟規模和能維持在6%-6.5%經濟成長率，中國大陸

應能支應研發製造所需經費。因為，如習近平於2018年4月在南海舉行海上閱兵時

指出的：「在新時代的征程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鬥中，建設強大的人

民海軍的任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迫。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海軍，寄託著中華民

族向海圖強的世代夙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障。」整體而言，習近

平國防軍事改革使得中國大陸海軍的地位快速上升，其作為獨立的戰略軍種得以確

立。在地位上升，組織擴大之際，其員額的規模可能從現有的23萬擴大到至少30萬

以上。

三、戰略支援部隊

戰略支援部隊是中國軍隊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獨立軍種部隊，也是最不為

外人了解的部隊，雖然隨著歷史發展，其相關作戰單位逐漸組建起來。因為相關資

訊的缺乏，它也是一支最神秘的部隊，有關它的運作鮮為人知。

戰略支援部隊的組建合併了幾個中國大陸軍隊非常重要的單位。（Kania & 

Costello, 2018）這包括：原總參謀部下屬的技術偵查部（三部），電子對抗部（四

部），和信息化部，總政治部在福州負責對臺灣心戰的311基地，及總裝備部下屬

的所有的衛星發射中心，遙感遙測追蹤和控制中心，及太空偵查、通信、定位等資

訊單位。在具體組織上，把這兩大系統分為網絡系統部和航天系統部。

這個新組織的成立有兩個意義。第一，這是中國大陸軍隊能打破官僚組織的壁

壘分明，把具有前瞻性、反映未來軍事作戰趨勢的單位合併再一起。組織合併本已

是高度困難的工作。何況，總參謀部的這些單位已有悠久的歷史，且這些單位間有

競爭關係。這也需要極大的權威才能打破既有組織的建制，一步到位地把這些組織

合併起來。這也反映習近平的權威。

第二，這也反應中國大陸軍隊對未來戰爭趨勢的認識而做出組織結構，乃至於準

則教令（doctrine）改變。中國大陸許多的軍事著作已經強調，未來戰爭趨勢有二，一

是太空是未來衝突的主戰場，二是信息化戰爭的制信息權（information dominance）

的較量。具體而言，這涉及中國大陸內部討論已久的空天一體戰和網電一體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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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這兩者間都涉及共同的對象：信息。這兩個趨勢都涉及哪個組織主導的競爭。

但是，或許因為是未來趨勢，具體成象仍不明確，以致其過去的軍隊高層決策者似

乎傾向以漸進方式因應。直到習近平採取結構式調整，期能加快步伐面對挑戰。

在具體組織上，網絡系統部和航天系統部各有一位副戰區級的戰略支援部隊副

司令擔任指揮官。網絡系統部是以原技術偵查部為主，把原電子對抗部所屬部隊，

原總參謀部情報部的航天偵查局，和原311基地納入。這包括：原三部的第一局到

第十二局、和計算機中心，及兩個電子對抗旅。原技術偵查局是網絡系統部的核

心業務區。航天系統部下轄酒泉、太原、西昌、和文昌發射中心，中國衛星發射測

控系統部、西安衛星測控中心、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中國衛星海上測控部，航

天偵查局、衛星通信總站、衛星定位總站、及北京衛星總站（在北京郊外、海南三

亞、及新疆喀什有分站）。此外，戰略支援部隊尚設立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和紀

律檢查委員會。

戰略支援部隊的名稱和執行的任務之間可能有差距。其名稱是戰略支援，是提

供作戰部隊、武裝力量、甚至國家需要的支援以達成戰略目標。部署在太空的各種

衛星可以提供通信、導航、氣象、和偵查和監視等的資訊支持。為此，戰略支援

部隊在每個戰區設立稱為「戰略支援部隊X部基地」的分支機構以支援各戰區的聯

合作戰。同時，這些基地部隊已參加戰區的各種演習，扮演起戰略支援的角色，包

括建立臨時指揮所、確保通信安全、電磁對抗、及建立和衛星連線的信息化戰場環

境等。

但是，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不只是戰略支援。它尚有戰略性資訊作戰、導彈防

衛、及反太空作戰。這使戰略支援部隊兼具網路作戰和太空作戰功能，很像美國的

網路指揮部（US Cyber Command）和戰略指揮部（US Strategic Command）的集合

體。換言之，它具有主動攻擊的作戰任務。這使戰略支援部隊的屬性產生問題。核

心的問題是：戰略支援部隊是軍種的屬性，或是戰區屬性，或是兩者的結合？這是

因為網路作戰涉及網路攻擊和防衛，反太空作戰涉及破壞敵人在部署在太空的各種

載具，這都需要身兼黨的總書記的聯合作戰總指揮循作戰指揮系統下達作戰命令。

然而，具有系統性規模性網路攻擊和太空作戰能力的國家屈指可數。這也就是說，

要和美國或其他大國起網路和太空衝突。這非一般戰區能處理。這表示，戰略支援

部隊在屬性上應該是軍種和戰區的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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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戰略、戰術、聯合作戰

習近平對軍隊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位前任領導人。除了對軍

隊進行大規模反貪腐，加強黨的紀律，強化對黨和習近平效忠的政治教育，提高軍

人待遇，加速新武器裝備的研製，史無前例地調整軍隊組織外，習近平更多次要求

軍隊要隨時「能打仗 打勝仗」。例如，「意見」的第二個原則指出，「堅持向打

仗聚焦。適應戰爭形態演變和世界軍事發展趨勢，牢固確立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本

的標准，切實解決和克服軍事鬥爭准備重難點問題和戰鬥力建設薄弱環節，構建一

體化聯合作戰體系，全面提升我軍能打仗、打勝仗能力。」在黨的十九大政治報告

裡，對軍隊的要求是：「……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須堅持戰鬥力標

準，向能打仗、打勝仗聚焦。扎實做好各戰略方向軍事鬥爭準備，統籌推進傳統安

全領域和新型安全領域軍事鬥爭準備，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開展實戰化

軍事訓練，加強軍事力量運用，加快軍事智慧化發展，提高基於網路資訊體系的聯

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

凡此，都說明習近平對軍隊的要求。1這也使中國大陸軍隊在習近平擔任最高領導

人時期在國內外有大量的演習訓練活動。

中國大陸一直對戰爭型態的發展密切觀察，並對未來的戰爭型態和作戰方式有

所預期，因為這是中國大陸軍隊練兵演習和打仗的基礎。在習近平擔任最高領導人

期間於2015年5月公布的中國的軍事戰略對未來戰爭的型態指出：「實行新形勢下

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調整軍事鬥爭準備基點。根據戰爭型態演變和國家安全形

勢，將軍事鬥爭準備基點放在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上，突出海上軍事鬥爭和軍事鬥

1 習近平為什麼要對軍隊提出要「能打仗 打勝仗」？而且是在他一就任黨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
後提出？對此或有不同分析。一種分析認為，一方面是使軍隊藉此能更專業化，利於他的以黨領

軍；另一方面，透過軍隊領導體制的改革擴大中央軍委和中央軍委主席權威。這和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客觀的文人統治和主觀的文人統治相輝映。Ji You, “The 19th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Xi Jinping’s Grand PLA Refor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Its Tenth Decade: Assessing the Prospects of China’s Military Transform, August 13 
2018,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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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準備，有效控制重大危機，妥善應對連鎖反應，堅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統一和

安全。實行新形勢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創新基本作戰思想。根據各個方向安

全威脅和軍隊能力建設實際，堅持靈活機動、自主作戰的原則，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運用諸軍兵種一體化作戰力量，實施資訊主導、精打要害、聯合制勝的體系作

戰。」

這個軍事戰略提出了中國大陸軍隊關切的幾個重點。第一，未來戰爭進行是在

資訊環境下進行，且是地區性的。這是中國大陸組建戰略支援部隊的重要基礎和認

識。第二，海洋是未來軍事衝突的場所，包括中國大陸周遭及海線安全。因此，中

國大陸必須重視海洋上的訓練。第三是國家領土主權和統一議題。這特別是海洋是

未來軍事衝突的場所。這表示臺灣是和海洋有關的領土主權和統一議題。第四是各

個方向的安全威脅不同。這表示，要因應不同威脅而有不同因應做法。第五，是運

用不同軍兵種遂行聯合作戰，並因應新科技的出現而創新作戰思維。

習近平對中國大陸軍隊現代化設定了目標。在黨的十九大政治報告裡指出，

「適應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和國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設品質和效益，確保到二

○二○年基本實現機械化，資訊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戰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同國

家現代化進程相一致，全面推進軍事理論現代化、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軍事人員

現代化、武器裝備現代化，力爭到二○三五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

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我們固然很難了解，在習近平心目中

什麼程度是世界一流軍隊。然而，他指的應該是和美國軍隊有同樣的能力就是世界

一流軍隊。換言之，他可能以美軍為標竿。

在此時間表下，中國大陸軍隊應該是配合習近平的指示積極訓練演習。其原因

不難理解。自黨的十八大以後，習近平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在他個人身上。而且，他

完全打破改革開放以來行之三十年的慣例而不安排繼任人選。甚至，他於2018年三

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透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凡此，都表示他於2022年秋季

黨的二十大上不會卸任所有黨和國家的職位，包括黨總書記、黨／國家中央軍委主

席、及國家主席職位。以他1953年出生年齡來看，他應該可以擔任到2027黨的二十

一大74歲才卸任。在此期間，中國軍隊高階領導人必須貫徹執行他的命令，包括積

極訓練演習才能晉升。在此背景下，中國大陸軍隊近五年來積極進行各種演習訓練

項目，特別是和他國的聯合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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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的進展使他們亟思走出國外。這特別是中國大

陸軍隊過去十餘年採購了許多先進武器裝備。這些武器裝備，特別是前面提到的大

型海軍艦艇，包括航空母艦和055萬噸級的導彈驅逐艦等，能使中國大陸軍隊遠離

其海岸走向世界的海洋深處。此外，其空軍因為購入許多新型戰機而像海軍一樣躍

躍欲試地向海外地區展開演習訓練。這使中國大陸軍隊亟思走出國外演習訓練。

要強調的是，軍種戰略也把中國大陸軍隊推向遠離中國陸國境外進行演訓。其

海軍軍事戰略是最典型的例子。2015年出版的《中國軍事戰略》指出：「海軍按照

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

合轉變，構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

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其近海的作戰地理

範圍是走出第一島鏈遠達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國海最南端，其遠海的作戰地理範圍

則是1,000海浬之外超越關島和東印度洋。（Li, 2011: 109-140; McDevitt, 2016）而

且，隨著期海軍實力的增強，其對近海和遠海的作戰地理範圍應該是越來越向外擴

張的。

中國大陸空軍的軍種戰略自1999年起就開始改變，其改變方向像其海軍一樣，

是向外擴張的。2015年出版的《中國軍事戰略》指出：「空軍按照空天一體、攻防

兼備的戰略要求，實現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構建適應資訊化作戰需要的

空天防禦力量體系，提高戰略預警、空中打擊、防空反導、資訊對抗、空降作戰、

戰略投送和綜合保障能力。」攻防兼備意涵著不只是防守中國大陸的領土，更是利

用新購入部署具強大遠程攻擊能力的空中載具向敵方攻擊，以不使戰火向中國大陸

靠近。這都顯示戰略的改變和武器裝備發展的關係。

此外，演習訓練內容要循各戰略方向任務而定，以適應各不同方向的環境和條

件。中國的軍事戰略對此有說明：「……根據各個方向安全威脅和軍隊能力，建設

實際，堅持靈活機動、自主作戰的原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運用諸軍兵種一體

化作戰力量，實施資訊主導、精打要害、聯合制勝的體系作戰。」

中國大陸軍隊在臺灣周遭頻繁的活動是例子之一。對此，我國防部有密切追

蹤監控。依據國防部民國106年（2017年）國防報告書，從106年8月18日到107年12

月11日，中國空軍的軍機，包括：運8、運9、轟6、圖154、蘇30、不知名戰績、伊

爾78、及空警200等，共單獨或城編隊繞飛臺灣26次。其繞飛方向有幾類：從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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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穿越宮古海峽進入東海後直接循原線返回；或從江浙方向穿越宮古海峽進入東

海，右轉飛越巴士海峽飛繞臺灣南部，飛向廣東地區；或由廣東地區飛出，飛越巴

士海峽後向東直飛後直接循原線返回。（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38）

其海軍在臺灣周遭也有頻繁的活動。2016年12月25日其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

及作戰艦艇編隊從中國北方南下，穿越宮古水道，沿我防空識別區以外東部海域駛

往南海執行遠海長航訓練。結束在南海的訓練後，2017年1月11日遼寧號及作戰艦

艇編隊由海南島出發，沿臺海中線以西向北駛，1月12日駛離臺灣海峽返回北方軍

港。以這個往返航線而言，經過臺海中線以西，甚至完全沿著海岸線向北駛，是中

國大陸海軍軍艦近七十年南來北往的例行路線。但是，由北方的駐在港口穿越宮古

海峽前往南海的路線是新的路線。

上述中國大陸軍機軍艦頻繁繞臺有幾個意義。第一，如前所述的，或和習近

平要求軍隊能打仗打勝仗要求有關。也和中國大陸軍隊武器裝備更新後，及軍隊組

織編制大幅調整後，必須透過實際的出海遠航訓練理順指揮管制等的諸多實際問題

有關。第二，應該和戰略方向的威脅有關。自1949年以後，美國始終是臺灣安全的

主要提供者。中國大陸軍隊必須針對美國可能的軍事介入演練各種「反干預」2戰

術。這特別是當中國大陸部署新的大型先進的各種軍艦，組成戰力強大的航空母艦

打擊群時演練的需求更是升高。

當然，軍機軍艦繞臺除了軍事意義外，中國大陸可藉此傳遞政治訊息。一方

面，其可藉此警告臺灣，中國大陸已有能力執行反干預作戰，於臺海起衝突時阻擋

美國各種可能的協助，降低臺灣對美國的信心，進而分化臺灣和美國的關係。另一

方面，中國大陸也可藉此向美國表達，其逐漸具備大規模反干預作戰能力，美國協

助臺灣必須付出龐大成本，降低美國於臺海發生衝突時協助臺灣的意願。兩者的結

果必然有嚴重後果；這就是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於全世界的領導地位，和作

為全球第一大國的公信力帶來嚴重衝擊。

中國大陸軍機軍艦演訓目標不只是繞臺灣。其實，日本也是中國大陸軍機軍艦

演訓目標。典型例子是2013年11月23日，中國大陸宣布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其範

2 美國強調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 A2AD）作戰在中國大陸稱為「反干預」
作戰。



216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圍含蓋有爭議的釣魚臺列嶼和中日有爭議的能源歸屬的海域。3中國大陸的軍艦軍

機往海參威附近海域參加和俄羅斯的聯合海軍演習時也刻意繞經日本的海峽，甚至

在往返之際刻意繞行日本以示包圍之意。（Gady, 2017; Reuters, 2017）

除了軍機軍艦繞臺外，中國大陸軍隊在習近平任內建立了中國大陸在海外的

第一個基地。此基地在非洲東岸的吉布地。吉布地位於非洲東北部亞丁灣西岸的國

家，北與厄利垂亞（Eritrea）為鄰，西部、西南及南部與衣索比亞毗連，東南同索

馬利亞（Somalia）接壤，東北隔著紅海的曼德海峽（Mande Strait）和葉門相望。

吉布地東臨衝曼德海峽等，因此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中國大陸於2015年11月26日宣布，中國大陸和吉布地正就在吉布地建設「保障

設施」一事進行協商，這也將是中國大陸首個海外軍事基地。2017年7月11日，在

中國大陸廣東省湛江市南部戰區海軍軍港碼頭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吉布地保障基

地成立暨部隊出征儀式。中國大陸強調此基地是後勤基地，其在中國大陸是由後勤

單位，而不是作戰單位指揮，4以降低人們對此基地的可能疑慮。這個基地對於中

國大陸軍隊未來在東非、印度洋、中東地區、阿拉伯世界、乃至於穿過紅海向南歐

地區運作運作幫助很大。

另外，中國大陸軍方和相關國家定期舉行軍事演習，而且演習區域不限於中

國大陸境內。這使中國大陸軍隊透過演習了解其他國家如何處理聯合作戰，助於中

國大陸軍隊聯合作戰的改善。也使中國大陸軍隊能適應全球不同地區和環境，利於

中國大陸軍隊成為全球性的軍隊。典型的例子是和俄羅斯的演習。自2012年開始，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每年舉行海上聯合演習，且演習地點輪流在中國大陸和俄羅斯海

域。從2012年起，演習海域分別是：青島附近黃海海域（2012年）、俄羅斯海參威

附近的日本海（2013年）、長江口以東的東海北邊海空域（2014年）、地中海和海

參威南邊日本海的彼得大帝灣海域（2015年）、廣東湛江以東海空域（2016年）、

波羅的海和彼得大帝灣至鄂霍演習期間，雙方都派出各型艦艇、兩棲裝備、艦載直

升機、戰鬥機、預警機、和陸戰隊等，執行的項目包括聯合反恐、聯合防空、聯合

反潛、聯合反艦、聯合登陸、聯合救援受難潛艇等。

3 有關中國大陸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分析有許多，其中主張為內部動員鞏固權力基礎的分析，請
參閱Szu-chien Hsu and Hsiao-chi Hsu（2017: 450-480）。

4 個人訪談退役的中國大陸軍官，2018年8月13日於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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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也利用其在東非外海亞丁灣執行聯合國同意的反海盜的機會強化了諸

多軍事能力。定期輪流派遣軍艦和人員執行此任務使中國海軍累積寶貴經驗，越來

越熟悉遠海運作，並提升其軍隊體系在作戰準則教令、作戰、和協調的創新能力。

同時，累積的經驗可用於處理其周遭的安全議題。反海盜運作也使中國大陸擴大海

洋安全作業（Erickson & Strange, 2015），包括利比亞和葉門大規模撤僑，護航敘利

亞化學武器的摧毀，到參與失蹤的馬航370航機的搜尋等。如果再加上中國大陸反

海盜軍艦進行的外交訪問，凡此，這些海外運作都對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有助益。

伍、結論

前面已提到，習近平的國防軍隊改革的方向除了仍強調黨指揮槍外，其餘在內

容和幅度在中共軍隊歷史上是空前的。美國有人稱習近平的改革是模仿美軍越戰挫

敗摸索出的新方向，而且這個新方向是用著名的法律確立。這個法律稱為高尼法案

（Goldwater-Nichols Act），其特點是區分軍隊的行政管理和作戰指揮。因此，習

近平的改革是模仿美國的制度。（Phi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2016）

上述的分析有一個重要意義。那就是，習近平不只是要從武器裝備層面處理中

國大陸軍隊現代化。他更要從更廣泛和整體的管理體制處理中國軍隊現代化。習近

平在軍隊的首席副手，軍委副主席許其亮的說明應該可以充分詮釋習近平的想法。

許其亮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詮釋習近平的想法時指出，「……到本世紀

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體現了同國家現代化進程相一致和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強軍的戰略要求，彰顯了我們黨加快強軍步伐的決心氣魄；強

調全面推進軍事理論現代化、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軍事人員現代化、武器裝備現

代化，就是要以先進軍事理論引領軍事實踐，以先進組織形態解放和發展戰鬥力、

解放和增強軍隊活力，以高素質人才方陣托舉強軍事業，以先進武器裝備體系提

供強大物質技術支撐，明確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主要標誌和實現路徑。」（許其

亮，2017）這充分顯示習心目中的軍隊現代化的作法。

從習近平對軍隊改革的幅度和內容來看，他對軍隊的關注是無疑的，他的強

軍夢應該是真的。因為當今的中國大陸經過四十年的改革累積了豐富的資源，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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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他致力於軍隊現代化，雖然他也面臨改革四十年的諸多後遺症。從他設定的改

革時間表來看，他應該很清楚軍隊改革後應該處理的重點；那就是處理新制度建立

後的適應和磨合。「意見」指出：「……2017年至2020年，對相關領域改革作進一

步調整、優化和完善，持續推進各領域改革。」這或許表示，如果他於2027年卸任

時，可以向中國大陸人證明他長期在位的正當性，因為中國大陸軍隊距離世界一流

更近了。



第六章　中國大陸軍事研究

219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新華社，2016，〈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社》，1/1，http://
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101/c1011-28003376.html.，2018/8/30。

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https://
www.mnd.gov.tw/NewUpload/%E6%AD%B7%E5%B9%B4%E5%9C%8B%E9%98%B2%
E5%A0%B1%E5%91%8A%E6%9B%B8%E7%B6%B2%E9%A0%81%E5%B0%88%E5%
8D%80/%E6%AD%B7%E5%B9%B4%E5%9C%8B%E9%98%B2%E5%A0%B1%E5%91
%8A%E6%9B%B8%E5%B0%88%E5%8D%80.files/%E5%9C%8B%E9%98%B2%E5%A0
%B1%E5%91%8A%E6%9B%B8-106/%E5%9C%8B%E9%98%B2%E5%A0%B1%E5%91
%8A%E6%9B%B8-106-%E4%B8%AD%E6%96%87.pdf，2018/8/18。

解放軍報，2018，〈中國海軍海警船及執法船首次聯合巡邏湳海島礁〉，《解放軍報》，
5/20，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5-20/doc-ihaturft0588677.shtml，2018/8/18。

許其亮，2017，〈牢固確立習近平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黨的十九
大報告輔導讀本》，11/14，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7_11_14_434783_2.
shtml，2018/8/20。

人民網，2016，〈專家：戰略支援部隊將貫穿作戰全過程 是致勝關鍵〉，《人民網》，1/5，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105/c1011-28011251.html，2018/8/30。

中國國防部，2016，〈國防部舉行聯勤保障體制改革專題新聞發布會〉，《國防部》，9/13，
http://www.mod.gov.cn/big5/info/2016-09/13/content_4730198.htm，2018/8/30。

解放軍報，2016，〈裁軍三十萬的背後：軍改重在精兵制勝〉，《解放軍報》，11/25，http://
cn.chinadaily.com.cn/2016jungai/2016-11/25/content_27481920.htm，

童磊，2016，〈戰略支援部隊：邁向未來的新型人民軍隊〉，《求是網》，9/29，http://www.
qstheory.cn/laigao/2016-09/29/c_1119646359.htm，2018/8/30。

二、西文部分

Erickson, Andrew S. and Austin M. Strange, 2015, Six Years at Sea…and Counting: Gulf of Aden 
Anti-Piracy and China’s Maritime Commons Presence, <http://www.andrewerickson.com/
wp-content/uploads/2015/11/Erickson-Publication_Anti-Piracy_China_Jamestown-Book_
GoA-Mission_6-Years_2015_Final.pdf.>, Latest update 19 August 2018

Erickson, Andrew S., 2016, Chinese Naval Shipbuilding, An Ambitious and Uncertain Course. An-
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20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Gady, Franz-Stefan, 2017, “Japan doubles number of fighter jets used for intercepting Chinese warplanes,” 
Diplomat, 28 February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2/japan-doubles-number-of-fighter-
jets-used-for-intercepting-chinese-warplanes.

Hsu, Szu-chien and Hsiao-chi Hsu, 2017, “Domestic Motivation and  the Case of the East China 
Sea ADIZ: Diversion or Mobilization?” Asian Perspective, 41(3), pp. 455-480.

“Japan Scrambles jet fighters at record pace as Chinese military activities rises” Reuters, 13 April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defence-scrambles/japan-scrambles-jet-fighters-
at-record-pace-as-chinese-military-activity-rises-idUSKBN17F0J6.

Kania, Elas B. and John K. Costello, 2018, “The PLA Strategic Support Force―A New Force for 
a New Era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Its Tenth Decade: Assessing the Prospects of China’s Military Transform,” 
13 August 2018, Singapore.

Li, Nan, 2011,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 to ‘Far Sea,’” The Chinese Navy─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 Philip 
Saunders, Christopher Yung, Michael Swaine, and Andrew Nien-Dzu Yang ed.,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pp. 109-140.

McDevitt, Michael, 2016, “China’s Far Sea Nav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Open Seas Protection’ 
Mi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 as a Maritime Power, April, Arlington, 
<Virginia, 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China-Far-Seas-Navy.pdf.>

“Marines: Major Expansion of Chinese Marines,” Strategy Page, 20 February 2018, https://www.
strategypage.com/htmw/htamph/20180220.aspx. 18 August 2018.

Saunders, Philip C. and Joel Wuthnow, 2016, “China’s Goldwater-Nichols? Assessing PLA Or-
ganizational Reforms,” Joint Force Quarterly, 82, http://ndupress.ndu.edu/JFQ/Joint-Force-
Quarterly-82/Article/793267/chinas-goldwater-nichols-assessing-pla-organizational-reforms/, 
20 August 2018.

You, Ji, 2018, “The 19th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Xi Jinping’s Grand PLA Refor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Its Tenth Decade: As-
sessing the Prospects of China’s Military Transform,” 13 August 2018, Singapore.



第七章

中國大陸經濟情勢



第七章

中國大陸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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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自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八大）選出習近平成為中

國大陸第五代國家領導人以來，但凡稍微留意中國大陸情勢發展者皆不難發現中國

大陸無論是在內政或是外交方面皆與過往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這些顯而易見

的改變往往被歸因於習近平的強勢領導。然而在本章所探討的中國大陸經濟事務領

域，若以十八大作為分界點，兩個階段間的政策具有相當的延續性，政策實踐也遭

遇同樣的難題。換言之，十八大之後，中國大陸政府以「經濟新常態」作為政策制

定的主要基調，透過賦予市場更多主動性以從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希冀藉此轉換

經濟增長方式達到高品質的經濟發展。不過，該一政策預期卻忽略了現有國家資本

主義體制中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阻撓。十八大後「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實際發展更

彰顯了成形於十六大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特徵。即便十八大時期習近平將其權

力延伸至過去傳統被界定為國務院總理職責範疇的經濟領域，不過這並未改變中國

大陸政經體制已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反而更強化了該一政經體系的運行。本

章內容將聚焦在中國大陸的經濟事務，透過介紹十八大前後的經濟政策安排與實際

發展，對比兩個階段的具體變化（或延續），並且解釋該一趨勢出現的原因，文末

將針對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發展提出展望。

關鍵詞：中國大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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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這個新起點，就是中國全面深化改

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的新起點，就是中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的新起點，就是中國同世界深度互動、向世界深度開放的新起點。我們有

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繼續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世界帶來更多發

展機遇。

習近平

《2016年9月3日，二十國集團高峰會演講》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積極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逐步形成「四個全

面」戰略布局，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

習近平

《2016年12月14日，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壹、前言

自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八大）選出習近平成為中

國大陸第五代國家領導人以來，但凡稍微留意中國大陸情勢發展者皆不難發現中國

大陸無論是在內政或是外交方面皆與過往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這些顯而易見

的改變往往被歸因於習近平的強勢領導。然而在本章所探討的中國大陸經濟事務領

域，若以十八大作為分界點，兩階段期間的政策則具有相當的延續性，政策實踐也

遭遇同樣的難題。換言之，十八大之後，中國大陸政府以「經濟新常態」作為政策

制定的主要基調，透過賦予市場更多主動性以從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希冀藉此轉

換經濟增長方式達到高品質的經濟發展。不過，該一政策預期卻忽略了現有國家資

本主義體制中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阻撓。本章研究發現成形於十六大時期的國家資

本主義體制特徵在十八大後更為彰顯與鞏固。以下篇幅將聚焦在中國大陸的經濟事

務，透過介紹十八大前後的經濟政策安排與政經體制實際發展，對比兩個階段的具

體變化（或延續），並且解釋該一趨勢出現的原因，文末將針對中國大陸未來經濟

發展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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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十八大後的經濟新發展：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

從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中國大陸經濟確定告別雙位數高速成長

率的時間大約落在2010年前後，且自2012年起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的趨勢正式確定。

該一有別於以往經濟發展態勢的新局面正好與習近平成為中國大陸領導人發生在同

一個時間段。換言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軌跡與過往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發展軌

跡相似，在歷經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追趕式增長後開始面臨經濟成長率減緩的趨勢。

依據中國大陸官方的理解，該一現象並非市場週期性所致，而應被視為經濟結構面

臨調整的徵兆。依據過往東亞經濟體的經驗顯示，經濟結構調整期所需時間漫長，

除了對內尋找新的生產動能例如新技術、產業升級以及更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

還需對外應付全球經濟的波動。因此，當過去為中共政權提供合法性的高速經濟增

長基礎不復存在時，中國大陸有關當局極力試圖透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其經濟成

長穩定在中等增速的區間（6%-7%的經濟成長率）。這也正是習近平時期經濟局勢

的官方主要判斷―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發展軌道。

從中國大陸官方的角度看來，既然新常態是一個無可迴避的經濟發展規律，那

麼經濟體本身就必須具備足夠的韌性安穩地度過該一不算短的調整期，供給側而非

需求側的改革才是整個過程的解方。（龔雯，許志峰，吳秋余，2016）有別於2009

年以前強調拉高消費、投資與淨出口等三項短期需求量的需求側改革，供給側改革強

調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適時淘汰落後的產能，將生產要素導引至更具有潛力的生

產活動，以此新的動能繼續推動經濟發展。不過，由於淘汰落後產能以及從粗放增

長轉向集約增長衝擊著慣有的經濟運行方式，相關產業、從業人員等必然會經過改

革的陣痛期，在中國大陸政府強調「穩定」的大前提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採取的

步調是「穩中求進」。亦即，經濟發展的「質」勝於「量」。過去一味追求規模擴

張與高速成長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預期將在新的經濟發展策略下一併獲得解決。

那麼究竟由誰來帶領前述生產方式的轉變呢？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中

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表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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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雖然相關專家學者針對該一文件中「市場」

與「政府」的角色孰輕孰重解讀不一，不過，倘若吾人將該一文件放在歷史的進程

中，確實可以看到相較於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到的「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

置起基礎性作用」，「市場」在十八大時期所被賦予的功能明顯提高。那麼應該如

何解讀文件中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呢？首先是提供制度以協助市場穩定運作的

角色。由於市場規則具有公共財的特性，因此即便是最強調自由放任原則的經濟

學者如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都主張政府需提供市場賴以運作的規則與

法律，如此私人的財產權方能獲得保障（Milton, 1962: 22-36）。其次是當市場失

靈（market failure）而危及其穩定運作時的矯正角色（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

2017：56）。理想狀態下市場依靠著供需力量所達成的價格訊號進行資源配置，然

而市場實際運行中所遇到的獨佔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外部性（externality）、

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等問題往往會導致市場無法有效配置資源。

此時，政府適當的介入則屬必要。

從前述核心文件的分析得知，中國大陸自十八大習近平掌權之後仍具備明顯的

意願繼續發展市場經濟，甚至賦予「市場」更大的角色。由此觀之，供給側改革應

當依循市場訊號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與增長方式轉換。不過，制度運行有其慣性，即

便中央文件明確指出由「市場」調結構，然而政府組織仍有可能依循過往慣例插手

調結構，雖然此一疑慮在地方政府層級最為嚴重，但是中央政府也曾出現不當介入

市場的實例，例如2015年中國大陸政府應對股災的手段。因此，評估中共十八大之

後新的經濟發展態勢，除了文件內容外，政策落實的成效更不可忽略。以下本文將

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內容為基礎來分析習近平掌權之後經濟政策主軸的設

計以及探討其落實狀況（表一）。

就經濟政策主軸來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所擘劃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為了

能夠達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基於該一目標設定，中國大陸政府

從五個面向著手：（1）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2）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

（3）深化財稅體制改革；（4）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以及（5）構建開

放型經濟新體制。從經濟目標設定以及相關政策規劃上來看，中國大陸經濟領域在

進入十八大以後的政策主軸與之前時期的改革方向展現了很高的延續性。不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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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實進度與事實性發展才是判斷十八大後經濟情勢的關鍵。根據中國大陸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的訊息（中國網，2017），十八大期間經濟領域的成就已達到淘汰落後

與過剩產能的經濟結構調整，並且以新產業、新業態與新商業模式的「三新」已成

為驅動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此外，在對外開放方面，一帶一路倡議的施行

促使中國大陸經濟全方位開放，同時十八大期間成立的七個自貿區也是邁向開放型

經濟發展的實例。簡言之，中國大陸政府應對經濟發展新常態所推動的結構升級已

經發生而且也已發揮了效果。

然而官方數據與論述並未傳達全貌。中國大陸自19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

其經濟改革與轉型的重心一直都在尋求適切的政府與市場互動以促進經濟增長。不

過，十八大時期政府與市場的實際互動仍未達到政策的預期目標。詳言之，中共十

八屆三中全會文件在第一部份即開宗明義地點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

題。」但是實際的狀況卻是政治干預在經濟領域中有增無減，而新增的部分則是中

共黨組織對企業部門的控制。

在國有企業（國企）方面，過去上市公司為了穩定投資者對其公司治理結構的

信心，雖公司內部設有中共黨組織，但是不刻意突顯該組織的作用。尤其是在海外

經營的中國大陸國企在這一方面特別謹慎。不過自習近平上臺之後，2015年中共中

央辦公廳曾印發《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

見》。該文件及其後多個相關文件促使國企部門內的各級企業將黨的建設（黨建）

相關規範納入公司章程，並積極鞏固黨組織在企業內部的領導地位。1該一作法更

加突顯出國企改革始終受困於黨國體制下黨管幹部原則與現代化企業制度下董事會

運作兩種難以相互兼顧的管理機制。

換句話說，十八大時期國企改革的重點在於發展混合所有制，該一政策設計

1 其他文件包括：《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黨委關於中央企業黨委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充分發
揮政治核心作用的意見》；《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

見》；《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貫徹落實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精神

重點任務》；《關於加快推進中央企業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入公司章程有關事項的通知》；《關

於扎實推動國有企業黨建工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的通知》；《關於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

結構的指導意見》；《中央金融企業將黨建工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修改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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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憑藉股權多元化以及健全董事會制度以增進國企部門公司治理的效率。然而

董事會要能發揮前述預期作用首要前提是該一組織能夠針對任職公司的運作排除

政治干預進行獨立決策。這一點在十八大之前即因為「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

官方指導原則而遭到質疑，2十八大時期因為領導人強調國企部門的黨建工作而更

為不可能，混合所有制所能達到的國企改革效果實則非常有限（Milhaupt & Zheng, 

2016）。也正因為如此，十八大時期各地方政府轄下的殭屍國企仍然尾大不掉，淘

汰落後產能的供給側結構性調整成效不彰，以國有經濟為主的東北老工業基地即是

最好的例證。

同一時期，政治干預的增加也同樣發生在私有企業部門。「黨建全覆蓋」也

成為了中國大陸政府控制非公有制（非公）企業組織的政策方向。截至2016年底，

在全中國大陸境內的185.5萬非公企業建立了中共黨組織，佔該類型企總數的67.9%

（新華網，2017）。連同原已存在的國家對私有企業的控制手段例如產業政策與

行業協會，私企面對的政治控制環境與國企的狀況相較起來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Milhaupt & Zheng, 2016: 194-198）。綜上所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賦予市

場在經濟活動中更大的角色，有論者認為該一舉措甚至可媲美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

放政策，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過，仔細檢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會發現

真正的突破程度仍是相當有限。其中原因與早在改革之初即提到的「政企分開」原

則至十八大時期仍未能完全落實有很大的關係。

2017年10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九大），十八大

時期所施行的經濟政策在十九大時期獲得了進一步的延續與推展。當然，這與前述

十八大時期許多經濟政策例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施行成效不彰有關。在習近平宣

讀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十九

大報告中，「高質量發展」的主軸貫穿全文，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方面，目標鎖定在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具體而言，依據中國大陸官方的判斷，十九大時期正式

邁入經濟發展的「新時代」。中國大陸領導層希望透過供給側改革的持續執行，以

2 目前中國大陸官方透過「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將兩個目的相互衝突的機制結合在一起，並且明
定「三重一大」決策制度：凡屬重大決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運作事項

必須由領導班子集體做出決定。而此處領導班子指涉的是黨委（黨組）以及董事會，當董事會未

成立時則由經理班子參與決策。關於中國大陸國有企業董事會建立，參考寧向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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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為驅動力專注在實體經濟的發展，以此扭轉經濟領域中幾個嚴重失衡的現象。

該一具體改革方向與目標在2017年12月十九大後首次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中更加明確。中國大陸當局在該會議期間對於何謂「新時代」下「新發展理念」進

行詳盡闡述，並提出七個堅持：1. 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2. 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3. 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4. 堅持使市場在

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5. 堅持適應「中國」經濟發展主要

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6. 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7. 堅持正確工作策

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人民網，2017）為配合這些目標的落實與推進，2018年3

月中國大陸政府公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幾個有經濟事務領域相

關者有：合併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與保險監督委員會（保監會），成

立新的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銀保監會）；組建中央審計委員會，將辦公室設

立在審計署；優化審計署職責；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改為中央財經委員會；組建國

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改革國稅的稅徵管體制等。

較之往年例行的行政機構體制改革，32018年的方案並無特別之處，均是為了

回應經濟持續轉型下政府角色的調整，減少政治對於市場的干預（Yang, 2004）。

然而，過往多次的行政體制改革成效並不穩定，機構組織不斷陷入「精簡與擴張」

的循環，使得原以「管制」取代「控制」的政府治理角色始終未能達成。復以本

章報告撰寫時間點為2018年年中，十九大後啟動的最新一輪機構改革方案要到

2019年3月才會完成全國各地的改革任務。因此，本章報告對於其執行成效先不進

行評估。

綜上所述，習近平上臺以後，經濟改革仍是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然而，

兩個因素讓十八大之後經濟改革的效果有限。一者，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領導

層同時強調兩個互不相容的經濟目標，亦即鞏固黨在經濟活動中的控制力與建立

現代化經濟體系。再者，2018年年初開始的中美貿易戰打壞了中國大陸國內供給側

改革「穩中求進」的步調，目前官方調整其情勢判斷為「穩中有變」（新華社，

2018），這也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與改革將持續受到中美互動的影響。

3 中國大陸自1978年年底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歷了七次的行政機構改革，時間分別是：1982年、1988
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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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十八大前後經濟發展的比較：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演進
過程

誠如前一節所述以及表一所示，中國大陸在十八大期間的經濟政策設計仍是朝

著市場化的方向推進，該一改革方向是自十四大時期即確立的。除了政策方向展

現相當的延續性之外，由於黨國體制存續考量與市場經濟始終存在著不相容的激

勵結構，十八大時期經濟改革政策執行的實際進展也始終困在「政企不分」的老問

題上。

具體來說，中共的執政基礎有二：一則來自於該一政權能夠提供國內人民經濟

現代化的好處；二則來自於該一政權能夠將中國重新帶回國際政治中強權的地位。

這兩方面的實現都需要國企扮演政策工具的角色：國企一方面透過產業政策的協助

進行國內產業升級，並且維持中國政經體制為以公有制為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企另一方面協助中國大陸政府從事經濟外交與保障能源安全等對外戰略。基於前

述國企所扮演的政策工具角色，中國大陸政府自採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從未全面

地將國企部門至於市場機制的檢驗之下，4並且積極地透過各式財政補貼、低廉貸

款優惠、市場准入條件的保護等措施維持效率低落的國企部門在國內市場中享有

特殊的地位。該一基於執政需求而產生的產權歧視作法貫穿了整個經濟轉型的過

程，而在十八大時期隨著中國大陸政府推出「一帶一路」戰略的需求更有過之而無

不及。

十八大時期提出的國企部門混合制改革早在十六大時期即提出，不過從國企效

率方面來看，5該一施行超過了十幾年的改革策略收效甚微，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

大陸國企部門董事會制度的建立仍替中共保留了相當的影響力。復以前面提到的十

4 1990年代末施行的「抓大放小」雖將小型且不具戰略意義的國企私有化，然而該一政策的施行目
的主要是為了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並且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具戰略意義的大型國企。詳細分析請

參見Huang（2008）。
5 在2003年《關於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即提到：「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
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

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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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時期中國大陸當局重新重視國企的黨建工作，混合制改革的政策預期效果將再

一次受到「政企不分」體制干擾。同樣地，十八大三中文件中提到的「支持非公有

制經濟健康發展」長期以來在多個中國大陸官方文件中都可以見到，6卻也始終困

在「政企不分」的政經結構而改革停滯不前。

雖然十八大時期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政策內涵有其一脈相承之處，政策落實也

遇到同樣的難題，但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決策的實質權力已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轉移

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本人。按歸口管理制度的慣例，中共對經濟事務的領導是「透

過國務院來實現的…黨中央在重大決策上較國務院擁有更大的決定權。在財經工作

中，由於國務院承擔具體的組織、實施決策的工作，國務院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黨的領導是透過國務院的二次部屬和執行來實現的。」（楊光斌，2014：96-97）

不過，自進入十八大時期之後，習近平透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直接掌管中國大陸經

濟事務，加之十九大時期推行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過往國務院許

多職責被上收到中央領導小組的層級。這些舉措配合著中國大陸2018年的修憲通過

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越過了國務院取得對於中國大陸經

濟事務的主導權。

十八大時期習近平將其權力延伸至過去傳統被界定為國務院總理職責範疇的

經濟領域，不過這並未改變中國大陸政經體制已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反而更

強化了該一政經體系的運行。質言之，國家資本主義政經體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可

以溯及2003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的成立。國資委的成立將

過去散置於國務院各部門對於國企的管理職權收歸為一，7統一運用管人、管事、

管資本的出資人職責，以強化政府對國企的管制效果，並突破國企低效的困境。加

之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為鞏固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透過制度與政策的設計

6 例如在2005年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到：「允許
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在電力、電信、鐵路、民航、

石油等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引導和鼓勵各金融機構從非公有制經濟特點出

發，開展金融產品創新，完善金融服務，切實發揮銀行內設中小企業信貸部門的作用，改進信貸

考核和獎懲管理方式，提高對非公有制企業的貸款比重。拓寬直接融資渠道。非公有制企業在資

本市場發行上市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
7 例如國家計劃委員會掌管立項、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掌管企業日常運作、財政部掌管資產、勞動
與社會保障部門掌管國企員工工資與勞動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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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國企部門的優勢（Huang, 2008），同時持續對國有部門的進行補貼（Haley & 

Haley, 2013），最終形成吾人今天所看到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8 簡言之，自1992

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目標起，中國大陸所有關於政經體制

的制度安排與變革均將國企部門放在優先順位。這樣的考量在習近平主政時期亦未

改變。

針對前述中國大陸政經體制的長期發展態勢，學術界的研究焦點從過去主要探

討不同的經濟轉型模式轉向了當今關於國家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辯論。多數學者發

現中國大陸目前政經體制的轉型已趨近穩定而鮮少有本質上的變化，9因此轉型經

濟的文獻不再能夠為理解當今中國大陸經濟提供合適的描述與解釋。特別是在該一

政經體制中，國企部門是一個持續性的核心特色，10私企部門在整體經濟中相形邊

緣化。政府透過國企部門與資本主義機制例如市場、股份化公司等相結合的方式發

揮其影響力，該一影響力不僅在國內顯而易見，在國際上也成為中國大陸對外競爭

實力的來源（Bremmer, 2008）。

值得再一次重申，從長期的觀點來看，以十八大時期習近平掌權為界，比較

十八大前後時期經濟領域中政策與事實性發展，將會發現高度的延續性。不過有兩

點值得注意。首先，如前所分析，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建立起步於十

六大時期，在十八大時期獲得進一步的鞏固。然而更確切一點來說，國家資本主義

的分析框架可以毫無疑義地適用在央企部門，不過地方國企的情況就比較複雜而無

法一體適用。例如以重工業為主的東北國企，其改革進程與轉型一直不太理想，使

得東北地區經濟發展在全國排名榜上敬陪末座。換言之，中國大陸國內經濟的層化

（tiered）現象（Pearson, 2015），同樣適用在國有部門。上層是分到資源最多、受

到市場扭曲機制保護的央企，中層是經濟發達省分的地方國企，最底層則為經濟落

後省分的地方國企。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對於經濟發展是助益

還是障礙尚未有定論。以政策分析為主的看法主張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使

其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Bremmer, 2008）；以學術分析為主的看法則主張該一

體制對於經濟發展實屬弊大於利（Huang, 2015）。兩種看法的差別源自觀察時期

8 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討論與界定，請參考劉致賢（2015）。
9 例如Naughton & Tsai ed. (2015: 1-2); Liebman & Milhaupt, Eds. (2016)
10 例如Huang (2015); Naught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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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短，前者所提到的全球競爭力是短期現象，而後者所指涉的體制弊端是將中國

大陸經濟發展放在一個長期制度演化過程中進行檢驗。

肆、中國大陸國家資本主義政經體制

目前眾多學術文獻將中國大陸當前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出現與鞏固歸因於十

六大時期國資委的成立，11然而該一發展其實是ㄧ個非預期的結果。雖然2003年國

資委甫成立伊始即將許多國企相關管理職權收歸其下，不過作為一個新成立的國務

院直屬特設機構，一方面面對國企在人力與資源上的優勢，另一方面身處在龐雜

的部門利益競爭中，致使該機構於成立初始階段在其職權行使上就顯得相當弱勢

（Naughton, 2008）。在許多與國企改革相關的方案上，國資委對於國有企業（特

別是央企）的管理常常無法達到政策預期目標。有論者認為央企以及部分大型地方

國企已成為中國大陸國內市場中的特殊利益集團，依靠著行政體制的資源在市場上

與其他產權形式的經濟行動者進行不公平競爭，造成實質上經濟改革與轉型的阻

礙。（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

倘若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遭遇到國有部門中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同時國企「軟預

算約制」（soft budget constraint）問題因國家的補貼政策而持續存在，12為什麼國

家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中國大陸國有企業能夠擺脫過去改革初期的虧損營運？倘若國

有產權往往與效率低落畫上等號，什麼原因讓西方先進工業民主國家將中國大陸國

企視為其本國企業的競爭對手？關鍵在於國企經營者動機結構的改變。

在中國大陸的黨國制度安排下，中央組織部（中組部）掌控著央企高層經理人

的任命與升遷，即便在公司化改制後，共產黨對於公司人事的控制絲毫不見鬆動。

不過，雖然政治控制的形式沒有發生改變，但是該政治控制所賴以依據的甄選標準

已朝向專業化與制度化轉變。亦即延續1990年代對於官僚菁英徵選標準進行專才

主義（meritocracy）的變革，中共對於公司部門菁英的管理也開始強調專業化的要

11 例如Guthrie, Xiao and Wang（2015）。不過也有學者將該一政經體制建立的根源應回溯至1990年代
中國大陸政府對國有部門採取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參見Huang（2008）。

12 關於軟預算約制問題，請參考Kornai（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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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期望在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國有部門能夠在一批專業經理人的帶領之下強

化其競爭力，並同時鞏固中共統治權威的合法性。

國資委的成立以及其推出相關經理人考核機制正是此一甄選方向轉變的關鍵。

一方面相較於衡量執行政策任務的標準，國資委所推出判斷央企經理人表現的經濟

指標更為具體；另一方面在中組部對央企經理人的任命上，國資委提供建議的角色

逐漸強化。兩者提供了央企經理人改變行為的動機，身份認同從傳統上黨的幹部逐

漸兼顧了專業經理人的角色。易言之，當賦予經濟任務的官僚機構對於經理人選拔

的影響力逐漸增強時，即便經理人的動機仍是政治導向的例如在黨政體系中升遷，

但追求經濟表現成為達成其目標的主要手段。在此意義下，業績與政績不再是相互

排斥的動機結構，國企管理階層同時扮演著專業經理人與黨幹部的雙重角色（Liou 

& Tsai, 2017）。

前述國企部門經理人動機結構的轉變是從十六大時期開始的十年間完成的，然

而該一發展趨勢在習進平上臺後多次強調國企黨建工作的指示下是否能持續仍需要

時間觀察。在國企經營中強調黨建與黨的控制將與現代化公司治理的原則難以相

融，此舉形同將國企的政治任務放在其經濟任務之前，而非將兩者合一。即便中

國大陸有關當局刻意強調將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更加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優勢，（季曉南，2017）但是無論在學理上或事實經驗證據上都證明了國企的政

治目標與經濟目標往往難以兼顧。13具體而言，習近平上臺後，多項浩大的政治工

程都缺少不了國企的效力，而這些政治任務的執行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國企的經濟

績效。

舉例而言，十八大時期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大陸外交路線完全揚棄韜光養

晦的姿態，改採「有所作為／大有作為」的策略，其核心作法是透過一帶一路倡議

重塑世界秩序。而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及其國企資源的動員形式，提供了該一新外交

姿態重要的基石。只不過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貧窮、政局不穩定所困，其

還款能力差、投資風險高等因素都提高了國企在達成政治目標的同時仍兼顧「國有

資產的保值與增值」的難度。

13 參考Waterbury（1992）與Koppel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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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展望

從前面對比中國大陸十八大前後經濟領域的發展，本研究發現相關政策的延續

性極高，不過習近平對於國企部門黨建工作的重視卻將該部門再度推向了政企不分

的老問題上，使得十八大時期經濟改革政策的落實程度令人失望。有論者認為十八

大時期因習近平權力基礎尚未鞏固，施政重心集中在打擊貪腐、去除特殊利益集團

對改革的阻撓，因此十九大時期才是真正落實深化改革的時期。然而根據本研究顯

示這樣的企盼過於樂觀，主要問題的癥結點還是在於中國大陸黨國體制提供國企管

理階層何種行為動機結構。由於本研究撰寫時還在習近平第二個任期的頭一年，仍

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觀察國企高層管理人員的晉升軌道，方能精確判斷過往在國企

部門建立的專才主義是否仍持續著。倘若國企部門黨建工作獲得確實的執行，其

高層管理人員將政治任務置於經濟表現更優先的位置，則該部門的競爭力勢必大為

下降。

此外，十八大時期所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進行市場化改革很重要的一

步，讓國企部門因非經濟因素而擴張的產能得以符合市場需求的方式進行調節。不

過，該一改革需要為期不短的時程，除了國內營造有利於改革的環境之外，同時也

需要國外相對友善的市場環境才能渡過去產能的陣痛期。然而，兩方面對於中國大

陸有關當局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就國內環境而言，各地以行政命令等非市場化手

段進行去產能結構性調整的情況屢見不鮮，反而使得市場化改革的進度一再延後。

事實上，訴諸行政手段應付經濟問題已成為中國大陸政府各部門的一種慣性，該一

收效快但後遺症多的方法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治理中反覆出現。例如在2015年發生在

中國大陸的股災，中央政府相關部門以各式超常的行政手段介入救市即是一例。

就國外環境而言，開始於2017年的中美貿易衝突在2018年進入了兩國貿易戰

的階段。美國川普（Donald J. Trump）所領導的共和黨政府將「讓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列為其執政目標，而矯正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是其施政

重點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貿易戰的發生有其短期與長期的因素，而後者正是

促成美國國內共和與民主兩黨跨黨派對華共識的基礎。從短期來看，川普政府所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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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讓美國不再容忍中國大陸操縱匯率、實行

補貼、竊取商業機密等不公平的競爭手法。同時，中國大陸於2015年所公佈的「中

國製造2025」計畫讓在華美商擔憂原以不甚友善的經商環境進一步惡化。（U.S. 

Chamber of Commerce, 2017.）

不過，美國國內兩黨的共識才是美國發動與持續中美貿易戰的動力。詳言之，

從長期來看，自1970年代中美關係正常化以降，歷屆美國政府容忍中美貿易失衡

現象的態度來自於透過「交往」（engagement）促成中國大陸內部政治民主化的信

念。然而，在歐巴馬（Barack Obama）第二個任期內，決策界已發現上述信念實現

的可能性越來越低，對華政策的調整已不可避免。14而習近平執政後中國大陸黨國

體制加強了對內的政治控制，言論自由、公民社會活動等空間急速緊縮，少數民族

特別是新疆維吾爾族群遭受持續性的打壓等現象都讓美國國內兩黨及其支持群眾對

於「中國崛起」出現負面觀感，也從而更鞏固了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共識的形成。

以本研究撰寫的時間點看來，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仍在試探階段，對於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具體影響仍需一段時間觀察才會有可靠的評估。不過，可以確

定的是，在其他西方先進工業國家對中國大陸當前發展同樣抱持警戒的態度下，國

際情勢對於中國大陸內部推動經濟改革例如供給側結構性調整與國企改革都形成了

不利的影響。為了減緩中美貿易戰對於已經放緩增長的國內經濟造成過大的衝擊，

已有跡象顯示中國大陸政府重回以投資基礎建設拉動內需的老路，（Issaku Harada, 

2018）該一舉措若在國內大規模施行，十八大時期所提出的相關經濟改革政策勢必

在貫徹上面臨難度。

14 相關辯論請參考Friedberg（2015）與Harding（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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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表7-1　「十八大」期間經濟領域的改革

改革領域 相關政策
中國大陸官方 

關於十八大期間經濟改革成效的評估

堅持和 
完善基本

經濟制度

完善產權保護制度 2016年
 《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
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

制經濟

2015年
 《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
所有制經濟的意見》

 《關於鼓勵和規範國有企
業投資項目引入非國有資

本的指導意見》

 混合所有制改革穩步推進，超過三分
之二的中央企業已經或者正在引入了

各類社會資本正在推進股權多元化。

 地方國有企業現在混改的企業數量占
到了47%。

推動國有企業完善

現代企業制度

2015年
 《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的指導意見》

2017年
 《關於進一步完善國有企
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指導意

見》

 《關於開展市場化選聘和
管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

試點工作的意見》

 全國國有企業公司制改制面達到90%
以上，中央企業各級子企業公司制改

制面達92%。
 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業資產總額
達到50.5萬億元，和前一個五年相
比增加了80%；從效益來看，這五年
效益是6.4萬億元，增加了30.6%。
上交各種稅費10.3萬億元，增加了
63.5%，2017年1-8月中央企業實現
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5.7%，利潤總額
同比增長17.3%。

堅持和 
完善基本

經濟制度

支持非公有制經濟

健康發展

2017年
 《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
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

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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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領域 相關政策
中國大陸官方 

關於十八大期間經濟改革成效的評估

加快完善

現代市場

體系

建立公平開放透明

的市場規則

2015年
 《關於實行市場準入負面
清單制度的意見》

2016年
 《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
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

意見》

完善主要由市場決

定價格的機制

2017年
 《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
的若干意見》

 《關於全面深化價格機制
改革的意見》

 97%以上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已實現市
場調節，市場決定價格機制基本建

立。少數仍由政府定價的自然壟斷行

業和公共服務領域也初步建立了以

「準許成本+合理收益」為核心的科
學定價制度。

建立城鄉統一的建

設用地市場

2014年
 《關於農村土地徵收、集
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

的意見》

完善金融市場體系 2013年
 《關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
轉讓系統有關問題的決

定》

 大力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
 建立並實施存款保險制度。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2015年
 《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的若干意見》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
方案》

2016年
 《「十三五」國家科技創
新規劃》

 《教育部促進高等學校科
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計

劃》

 《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
機制改革的意見》

 2016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
經費支出15,677億元，比2012年增
長52.2%，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
2.11%，比2012年提高0.2個百分點。

 2016年，受理境內外專利申請量和
授予專利權量分別比2012年增長
69.0%和39.7%。

 截至2016年底，全國高新技術企業
已突破10萬家，達到10.4萬家。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方面，截至2016年
底，全國共簽訂登記技術合同320437
項，成交金額達11407億元，首次突
破1萬億元，較上年增長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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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領域 相關政策
中國大陸官方 

關於十八大期間經濟改革成效的評估

深化財稅

體制改革

改進預算管理制度 2014年
 《預算法》
2015年
 《關於實行中期財政規劃
管理的意見》

完善稅收制度 2014年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
方案》

2015年
 《深化國稅、地稅徵管體
制改革方案》

201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
護稅法》

2018年
 《煙葉稅法》

 2016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159605億元，比2012年增加4.2萬億
元，年均增長8%。其中，稅收收入
130361億元，年均增長6.7%；非稅
收入29244億元，年均增長15.1%。

建立事權和支出責

任相適應的制度

2016年
 《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
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

革的指導意見》

2018年
 《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
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

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

健全城鄉

發展

一體化

體制機制

加快構建新型農業

經營體系

2017年
 《關於加快構建政策體系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

意見》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推進，
2016年糧食產量為61,625萬噸，連
續四年穩定在1.2萬斤以上，生產佈
局向優勢地區集中。

 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經超過290
萬家，其中家庭農場87.7萬家，農
民合作社188.8萬家，龍頭企業13萬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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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領域 相關政策
中國大陸官方 

關於十八大期間經濟改革成效的評估

健全城鄉

發展

一體化

體制機制

推進城鄉要素平等

交換和公共資源均

衡配置

2014年
 《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
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

規模經營的意見》

 《關於農村土地徵收、集
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

的意見》

2016年
 《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
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

2017年
 《全國國土規劃綱要
（2016-2030年）》

 2013-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7%，
比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快2.7個百分點。

 截至2016年底，全國已有6.7萬個村
和6萬個村民小組完成改革。其中，
北京、上海、浙江完成改革的村占到

95%以上，完成改革的村組累計向農
民股金分紅2840億元，2016年當年
分紅434.1億元。

完善城鎮化健康發

展體制機制

2014年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2014-2020年）》

2016年
 《關於深入推進新型城鎮
化建設的若干意見》

 2 0 1 6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
57.35%，較2012年末提高4.78％。

 2016年城鄉居民收入差倍差比2012
年縮小0.16％。

 2013-2016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最
高和最低省份之比從4.38:1縮小為
4.28:1。

構建

開放型

經濟

新體制

放寬投資準入 2015年
 《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
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

面清單）》

2017年
 《關於促進外資增長若干
措施的通知》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2017年修訂）》

 《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
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

見》

 2016年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5716億
元，比去年增長8.3%，其中高技術
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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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領域 相關政策
中國大陸官方 

關於十八大期間經濟改革成效的評估

構建

開放型

經濟

新體制

加快自由貿易區建

設

2015年
 《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
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

面清單）》

2017年
 《全面深化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

方案》

 《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
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

法》

擴大內陸延邊開放 2013年
 《一帶一路倡議》
2015年
 《關於支持沿邊重點地區
開發開放若干政策措施的

意見》

 2016年，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
口總額6.3萬億元，佔當年貿易總額
比重達25.7%。

 截至2016年末，中國企業在沿線國
家建立初具規模的境外經貿合作區

56個，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
資料來源： 作者根據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自行整理

表7-2　「十七大」至「十九大」經濟政策規劃

「十七大」 「十八大」 「十九大」

經濟政策

規劃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
創新型國家

 2 0 0 8年中共中央印
《關於在全黨開展深入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

動的意見》

 2 0 0 9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發揮科技支撐作

用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

展的意見》

 2012年中共中央、國
務院印發《關於深化科

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

新體系建設的意見》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2 0 0 8年國務院批復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

發展規劃綱要（2008-

 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2016年發佈《關於完
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

護產權的意見》，推進

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保

護，完善平等保護產權

的法律制度等

 2015年發佈《關於國
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

經濟的意見》，2016
年混改試點工作開啟，

2017年首批試點公司
方案落地

 2015年發佈《關於深
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

導意見》，2014年後
開啟“四項改革＂，

2016年開啟“十項改
革＂試點。國企併購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8年國務院《關於
探索建立涉農資金統籌

整合長效機制的意見》

 2018年國務院《關於
同意設立中韓產業園的

批復》

 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
《關於保持基礎設施領

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意

見》

 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2018年國務院《關於
推動創新創業高品質發

展打造“雙創”升級版的
意見》

 2018年國務院《關於
同意在北京等22個城
市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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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 「十八大」 「十九大」

經濟政策

規劃

 2020年）》
 2009年國務院常務會
議通過《橫琴總體發展

規劃》

 2 0 0 9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進一步實施東北

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

戰略的若干意見》

 2 0 1 0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

定》

 2 0 1 2年國務院印發
《“十二五＂國家戰略

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

 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
主義新農村建設

 2008年中共中央、國
務院印發《關於全面推

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

意見》，要求用5年左
右時間，基本完成明晰

產權、承包到戶的改革

任務；規定林地的承包

期為70年，承包期屆
滿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

定繼續承包。

 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
中全會全會審議通過

《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

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

 2008年中共中央、國
務院印發《關於2009
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

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

見》

 2011年中共中央、國
務院印發《中國農村扶

貧開發綱要（2011－
2020年）》

 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
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

展能力

 重組、國有資本投資運
營公司改革等方面取得

較大進展

 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
 2015年發佈《關於實
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

度的意見》，在部分地

區試行，2018年起實
行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

負面清單制度

 2015年發佈《關於推
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

意見》，2015年啟動
輸配電價改革，實施煤

電價格聯動，推進電

力市場化交易，2017
年油氣改革啟動，醫療

服務價格改革推開，交

通、農業領域改革啟動

 2014年發佈《關於農
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

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

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

意見》，進入試點階段

 2015年利率市場化初
步完成，匯率形成機制

改革取得進展。宏觀審

慎體系建立，金融監管

力度加強。設立國務院

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各部門協調加強。民間

資本進入銀行業取得進

展。滬港通、深港通、

債券通啟動，人民幣國

際化取得突破

 2 0 1 5年發佈《深化
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

案》，包括建立技術創

新市場導向機制，構建

更加高效的科研體系，

改革人才機制等方面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2014年通過《預演算
法》修訂案，從2015

 合試驗區的批復》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2018年國務院《關於
進一步支持楊淩農業高

新技術產業示範區發展

若干政策的批復》

 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
《關於推進農業高新技

術產業示範區建設發展

的指導意見》

 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2018年國務院《關於
淮河生態經濟帶發展規

劃的批復》

 2018年國務院《關於
同意深化服務貿易創新

發展試點的批復》

 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

 2018年國務院《關於
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

營公司改革試點的實施

意見》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2 0 1 8年發佈《中國
（海南）自由貿易試驗

區總體方案》

 2018年發佈《進一步
深化中國（廣東）自由

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

案》

 2018年發佈《關於印
發進一步深化中國（福

建）自由貿易試驗區改

革開放方案的通知》

 2018年發佈《國務院
關於印發進一步深化中

國（天津）自由貿易試

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通

知》

 2018年發佈《商務部
等部門關於擴大進口促

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意

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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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 「十八大」 「十九大」

經濟政策

規劃

 2 0 1 0年國務院批復
《全國林地保護利用

規劃綱要（2010-2020
年）》

 2010年國務院常務會
議原則通過《中國生

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

行動計畫（2011-2030
年）》

 2 0 1 1年國務院印發
《“十二五”節能減排綜
合性工作方案》

 2 0 1 2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實行最嚴格水資

源管理制度的意見》

 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
國土開發格局

 2 0 0 8年國務院發布
《關於促進節約集約用

地的通知》

 2 0 0 8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

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

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

見》。深入實施區域發

展總體戰略和全國主體

功能區規劃，繼續推進

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

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

進中部地區崛起和鼓勵

東部地區率先發展

 2 0 0 8年國務院印發
《全國土地利用總體

規劃綱要（2006-2020
年）》

 2 0 1 2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支持贛南等原中

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

意見》

 2 0 1 2年國務院批復
《陝甘寧革命老區振興

規劃》

 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
現代市場體系

 年期執行，新預演算法
在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2012年以後營改增試
點不斷擴大，至2016
年全面推開。2016年
開始推行資源稅改革，

通過環境保護稅法。房

地產稅試點繼續推進

 2016年發佈《關於推
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

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

指導意見》，要求在

2020年前基本完成主
要領域改革

 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
機制

 2017年發佈《關於加
快構建政策體系培育新

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意

見》，推進農業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引領農業

適度規模經營發展

 2014年發佈《關於引
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

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

經營的意見》，《關於

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

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

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

的意見》

 2014年發佈《國家新
型城鎮化規劃（2014-
2020年）》，包括有
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

民化、推動城鄉發展一

體化等方面。2016年
發佈《關於深入推進新

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

見》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2 0 1 5年發佈自貿區
《外商投資准入特

別管理措施（負面清

單）》，2017年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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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 「十八大」 「十九大」

經濟政策

規劃

 2 0 0 9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

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2 0 1 0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

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

見》

 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
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

 2012年全國金融工作
會議召開

 2 0 1 2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進一步支援小型

微型企業健康發展的意

見》

 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
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準

 2 0 1 0年國務院印發
《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

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

 2 0 1 1年國務院批復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

發展規劃》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
錄（2017年）》，在
全國範圍內實施外商投

資准入負面清單

 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
成立。2015年4月批准
成立廣東、天津、福建

自貿區。2017年3月批
准成立遼寧、浙江、河

南等7個自貿區
 2014年至2016年，我
國同“一帶一路＂參與

國家和地區貿易總額超

過3萬億美元，對相關
國家和地區投資累計超

過500億美元。2017年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形成5大類、
76大項、270多項具體
成果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自行整理



244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人民網，2017，〈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人民網》，12/22，
http://www.zgdsw.org.cn/BIG5/n1/2017/1222/c218988-29723520.html，2018/8/2。

中國網，2017，〈新聞辦就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領域進展成就舉行發佈會〉，《中國網》，
10/10，http://www.gov.cn/xinwen/2017-10/10/content_5230724.htm#1，2018/3/29。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吳敬璉：不改革國有經濟就無法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共
產黨新聞網》，9/26，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5755308.html，2018/8/7。

季曉南，2017，〈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的重大創新（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人民網》，11/10，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7/1110/
c1001-29638346.html，2018/8/9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編著），2017，《中國經濟新方位》，北京：人民出版社。
楊光斌，2014，《中國政府與政治新論：政治發展、政治制度與政治過程》，臺北：五南

出版社。

新華社，2017，〈2016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新華網》，6/30，http://www.xinhua-
net.com/politics/2017-06/30/c_1121242478.htm，2018/4/10。

新華社，2018，〈評論員：以穩中求進應對穩中有變〉，《新華網》，8/2，http://big5.xinhua-
net.com/gate/big5/www.cs.com.cn/sylm/zjyl_1/201808/t20180802_5851794.html，2018/08/02。

寧向東，2012，《國有企業改革與董事會建設》，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劉致賢，2015，〈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議程〉，《臺灣政治學刊》，

19（2），頁41-80。
龔雯，許志峰，吳秋余，2016，〈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人

民網》，5/9，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6/0509/c40531-28334360.html，
2018/03/20。

二、西文部分

Bremmer, Ian, 2008. “The Return of State Capitalism.”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50(3), 
pp. 55-64.

Friedberg, Aaron L., 2015. “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57(3), pp. 89-110.

Friedman, Milton,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Guthrie, Doug, Zhixing Xiao, and Junmin Wang, 2015. “Stability, Asset Management, and Gradual 



第七章　中國大陸經濟情勢

245

Change in China’s Reform Economy.” 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racle. Barry Naughton and Kellee S. Tsai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5-101.

Haley, Usha C.V. and George T. Haley, 2013. Subsidies to Chinese Industry: State Capitalism, 
Business Strategy, and Trad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Harry, 2015. “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8(3), pp. 95-122.
Huang, Yasheng, 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ang, Yasheng, 2015.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Annual Proceedings of the Wealth and 

Well-being of Nations, 8, pp. 19-49.
Harada, Issaku, 2018. “China stimulus signals trade war first, debt worry later” Asain Review, https://

asia.nikkei.com/Economy/Trade-War/China-stimulus-signals-trade-war-first-debt-worry-later. 
Latest update 14 August 2018.

Koppell, Jonathan G. S., 2007. “Political Control for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essons 
from America’s Experience with Hybrid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20(2), pp. 255-278.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ebman, Benjamin L. and Curtis J. Milhaupt ed., 2015. Regulating the Visible H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ou, Chih-shian and Chung-min Tsai, 2017. “The Dual Role of Cadre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Managerial Leadership in State-Monopolized Industries.” Asian Survey, 57(6), 
pp. 1058-1085.

Milhaupt, Curtis J. and Wentong Zheng, 2016. “Reforming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not Ownership.” Regulating the Visible H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Benjamin L. Liebman and Curtis J. Milhaup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ughton, Barry, 2008. “SASAC and Rising Corporate Power in China.”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ing, 
No. 24 (Spring 2008), pp. 1-9.

Naughton, Barry and Kellee S. Tsai ed., 2015. 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ughton, Barry, 2017. “Is China Sociali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 pp. 3-24.
Pearson, Margaret M., 2015. “State-owned Business and Party-State Regulation in China’s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racle Barry 
Naughton and Kellee S. Tsai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S. Chamber of Commerce,2017. Made in China 2025: Global Ambitions Built on Local Protections. 
Washington: U.S. Chamber of Commerce.



246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Waterbury, John, 1993. Exposed to Innumerable Delusions: Public Enterprise and State Power in 
Egypt, India, Mexico, and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ang, Dali, 2004.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八章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社會政策



第八章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與社會政策

施世駿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摘　要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發展，很大程度是配合國家政治經濟的宏觀

調控、並且因應由此衍生的社會變遷；福利制度的演變因此受到既有的國家結構

（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經濟框架（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以及社會變遷

（人口老化、異地遷徙）的制約，從而呈現出持續的社會政策路徑依賴，同時卻又

進行逐步的典範轉移。從1978年至1990年代晚期，配合社會主義經濟轉軌，原有的

城鎮國有企業改革以及農村人民公社解體導致既有的福利大幅縮水，國家角色也全

面從這些財政責任撤退，導致一系列的社會不平等問題。這種情況在2000年以後有

所轉變，胡溫體制下的社會政策開始出現擴張，一方面整合舊的加上實施新的社會

保險，藉此提供不同人口群體一定的經濟保障。另一方面也推出新的社會救助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因應逐漸增加的貧困人口。十八大後的第五代領導人習李上臺

後，在這個制度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國家責任，並且從更宏觀的「2020年小康

社會」發展層面思考對策，提出幾個不同以往的新方向：一、社會保障制度整合協

調，達到全民基本保障；二、加大政府補助以消滅貧窮，達到全民小康；三、促進

區域協調發展以及內需消費，藉由社會政策擴展以協助「調結構」促進內需消費。

這些戰略思維將更強化社會政策在國家整體發展框架中的角色，推生出一個完整的

福利國家制度，呈現出的特色是社會保障制度分立卻內涵整合、全民基本保障卻有

程度差異、各地社會保障制度框架一致卻容許不同給付水準。在十八大的制度建設

工程有初步成果後，整體社會政策的發展也被置入一個更廣層次的宏觀調控架構

中，從而與其他領域的政策有更複雜的關聯。十九大之後必須面對兩個更艱難的挑

戰：一則是人口老化以及如何加強社會服務的提供，以回應養老照顧的問題；另



一。兩者牽動到更複雜的結構改革問題，這方面的社會政策發展將是檢視習李體制

下深化改革的成效指標。

關鍵詞：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社會保障、制度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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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2018年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回顧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歷程，整體的

政治、經濟、社會情況都產生很大的變化。從當時的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到剛結束

的十九大三中全會，共產黨帶領中國轉型為富強國家的企圖心愈益強盛，表現在習

近平上任後提出的「中國夢」論述。有別於鄧小平時期的「韜光養誨」思維，更不

同於胡錦濤時期的「和平崛起」想法，習近平的「中國夢」凸顯出領導人更堅定的

自信，希冀透過全面性的改革讓整個國家脫胎換骨，走上中華民族復興道路。在這

個引導思維下，社會政策環繞著「社會保障」理念而發展，與民生福祉息息相關，

自是國富民強目標中不可或缺的政策領域。自從習李上臺之後，我們也觀察到一連

串重要的社會政策宣示與具體做法，改變了整體社會保障制度的面貌與本質；尤其

在諸如扶貧或是戶籍改革等等項目上，都展現出新的政策方向。

中國共產黨擅長以有力的宣傳語句塑造意識形態的潮流，藉此幫助政策的推

行。但是，涉獵中國大陸研究的人都知道一個有趣現象：從這些重要論述或是辭彙

的反面推想，有時反而比較容易掌握到真正的現實狀況。「中國夢」的論述也有這

種性質，因為第五代領導人上臺時，接掌的是一個處處充滿巨大反差的國家：經

濟雖然快速成長卻有高負債與產能過剩問題、共產黨雖然掌控國家卻必須面對黨

內分岐與公民社會興起、社會各方面雖然快速進步卻也充斥不平等的狀況。如果

沒有善加調控改革這些弊病的話，「中國夢」勢將成為共產黨的惡夢。這些新的

意識形態辭彙透露出結構矛盾的弦外之音，可以從這些蛛絲馬跡觀察到第五代領

導人的社會政策思路。本文從這個觀察點出發，希望從歷史發展的視角，理解這

些新的思維以及政策脈絡，藉此評估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的整體樣貌與未來展望。

下一節首先簡介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社會政策發展，藉以凸顯過去改革的路線

以及遭遇到的瓶頸；接著在第三節剖析十八大以後出現的新發展，以及這些政策

新意背後的意涵。第四節從宏觀制度變遷的角度，評析這些新政策思維及方針所帶

來的改變（與不變）。最後總結以上的分析，展望這些變化的未來可能發展與政策

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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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十八大之前的社會變遷與社會政策基調

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時期的社會政策是城鄉二元的體制：社會保險屬於城鎮職

工（臺灣稱為勞工）才享有的福利待遇，範圍涵蓋養老、醫療、工傷、生育，以及

國有企業改革後才出現的失業保險（1986年），由國家透過國有企業或單位負擔財

政支出。公務人員與事業單位職工享有更優渥的待遇，同樣由國家財政或其所屬單

位負擔。此外，城鎮居民可以獲得國家分配的工作，到城鎮的國有企業單位上班，

並享受國家計劃分配的資源，例如住房分配與商品糧；甚至於職工在退休後，子

女還可以頂替父母的崗位（李漢林，2004；Dixon, 1981; Lü and Perry, 1997; Dillon, 

2015）。相反的，農村農民必須依賴村集體分配的土地收成，或是自己的家庭提供

微薄的福利保障，以及基本的公共衛生醫療（合作醫療；包括具有基礎醫療技術的

人員「赤腳醫生」）；只有在極度貧困的情況下才能申請實物給付的「五保」（張

樂天，1998；羅平漢，2003）。1在當時農村人口佔總人口超過八成的情況下，這

樣的資源分配顯然極度傾斜。

城鎮與農村的福利待遇差別，經由嚴格的戶籍制度區隔。起源於1958年的「戶

口登記條例」，主要目的為建立全國統一的人口變動登記，以便於國家計畫控制。

該條例將全國人口區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並依照屬地管理的原

則，由個人居住地的公安部門負責管制戶口的流動（林宗弘、曾惠君，2014；陸益

龍，2004；Cheng and Selden, 1997）。「非農業戶口」便是城鎮戶口，在計畫經濟

時代可以獲得國家分配的工作，到城鎮的國有企業單位上班，並享受國家計劃分配

的資源，例如社會保險、住房分配與商品糧的供應。相對上，「農業戶口」指的是

農民身分，除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分配的土地可以耕種糊口之外，幾乎享受不到任何

社會福利，只有針對貧窮農民的微薄實物救助。在這種城鄉福利相差巨大的情形

下，可以想見戶籍制度在社會地位上劃出的鴻溝：擁有城鎮的戶口，意味是共產黨

最照顧的工人，自然也享有較高的社會聲望；如果屬於農業戶口，社會與經濟地位

1 字義上代表五種基本救助：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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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便矮人一截。更重要的是戶籍是「世襲」制：父母（尤其是母親）為農民的農村

子弟，身分上絕無可能轉變為城鎮的非農業戶口。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福利制度變遷的意涵在於福利責任擔負者的位移（從國

家到企業與個人），以及相對應的個人福利權利內涵。福利權利與責任的本質改變

影響資源分配於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改變了社會不平等的面貌。此時的中

國大陸社會政策出現兩個階段的發展，都是與其政治經濟宏觀政策改革相關：第一

階段從1978年到大約1998年止，此時中央政府開始放權給地方政府、讓利於民，使

得民間社會的經濟生產力得到解放。在這個市場化及私有化的過程中，政府開始引

導國有企業朝向自己管理生產與銷售、並讓經營管理階層自負盈虧，放寬國有企業

的經營自主權，也就是另外建立一套國有企業管理的運作方式。實行放權讓利改革

後，政府在1990年代中期進一步整頓國有企業，以「抓大放小」的原則讓大部分中

小型虧損者結束營業，或是讓其私有化改善經營（吳玉山，1996；林毅夫、蔡舫、

李周，2000；You, 1998）。這個過程的結果是傳統單位制福利的瓦解，引進市場

機制與個人責任，將國有企業福利保障逐步轉型為社會化的保障體系。最代表性的

是1990年代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改革：國企改革導致下崗或是退休的職工數目直線上

升，而且愈是老企業，退休人數愈多，企業財政困境就愈大（鄭功成，2002：88；

亦參考鄭大松、劉昌平，2009；Lee, 2000）。1995年國務院頒布的《深化企業職工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其中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互結合的養老保險模

式，同時確立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制度的目標、原則，以及這個制度的施行辦

法。其辦法規定企業與職工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擔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成為部分

隨收隨付和部分完全積累的組合模式。1997年進一步發布《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

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希望使各地不同的統帳結合方式逐漸走向統一，在

全國範圍內實行統一的個人帳戶、記帳利率、繳費基數、繳費比例、計發辦法，以

及統一的過渡辦法。自此之後，國家不再承擔城鎮的職工社會保險財務責任，將此

轉移到個別企業及其職工，，澈底告別社會主義的單位福利制度。

在農村方面，農業集體化下的人民公社也逐漸瓦解，允許私人家戶擁有口分

田，並以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激勵農民自發性的農業生產，在1980年代初大幅活化並

提高農作物生產。加上當時的農村鄉鎮企業日益蓬勃發展，帶動整體農村經濟與農

民收入水平（Oi, 1999; Whiting, 2001）。一方面是農村農民的收入開始增加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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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但是另一方面農村集體保障的式微，導致既有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崩解，造

成農村居民看病難與醫藥昂貴的問題。而且以往透過農村特困戶生活救助及臨時生

活救助，對農村特困民眾有紓貧的效果（Oi, 1999; Unger, 2002）。但由於缺少妥善

的制度規範，加上資金投入的嚴重不足，只能根據當地政府的財政狀況決定救助的

人數和金額，使得救助缺乏精確性及充滿不確定性，大多數的貧困人口仍無法得到

救助，或是雖得到救助但其水準相當低。後社會主義時期的農村社會面臨著社會保

障青黃不接的困境：舊制度的崩解無法及時以新制度遞補，從而加重農村發展的遲

緩以及農民生活的困窘。

隨著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變，原本嚴格的城鄉戶籍區分也逐漸鬆動，農業人口

更開始朝向非農業就業部門流動。這些改變對傳統戶籍制度形成壓力，因此國務院

陸續在1984年頒訂《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以及1985年的《關於城鎮

暫住人口的暫行規定》。由於這些暫時性的規定都依附於戶籍制度，是屬於以家戶

為單位的管理架構，無法真正達到管理人口流動的功能。直到1985年《中華人民共

和國居民身分證條例》的出現，才首次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以個人為單位的人口登

記與管理制度（林宗弘，2011；陸益龍，2004）。但是由於地區發展的巨大差異，

富裕的發達地區並沒有動機開放門戶讓外來人口分一杯羹，成為全國戶籍改革的結

構障礙，形成一種「城鎮保護主義」，藉由種種關卡過濾湧入的外地移民或移工

（吳介民，2011；Chan and Buckingham, 2008）。在城市自我保護興起的趨勢下，

出現了新型態的二元體制－「外來人口－農民工」與「本地戶籍居民」的區分。因

為無法遷入務工城市的戶籍，農民工在養老、醫療、子女教育、住房與就業福利等

方面，無法獲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成為次等公民（黃德北，2006；Solinger, 

1999）。

2003年胡溫上臺後，中央政府意識到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遇到瓶頸，必須透過相

對應的社會體制改革才能更平順的發展。此時面臨的課題不再僅是追求經濟成長，

更牽涉到資源如何分配的問題，同時必須處理戶籍制度衍生的城鄉二元隔離及社會

公民權利差序等失衡現象，這些也是胡溫體制提出「和諧社會」及「以人為本」的

出發點。1990年代晚期開始的積極性社會保障方向，無疑是威權體制由上而下的綏

靖策略，藉此平息一般民眾的相對剝奪感，社會政策被寄予重望，藉此爭取對政府

的支持。除了平衡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社會不公平現象外，也希望透過社會保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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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眾的社會安全，進一步增加家戶消費，帶動中國內部市場需求，進而將中國經

濟體質從外銷導向轉為內需牽動。就此而言，社會政策扮演經濟轉型與社會安定的

雙重角色，尤其是後者的重要性更被重視，在十二五計劃裡屢次提及。主要項目包

括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實施城鎮職工和居

民養老保險制度、全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

統籌，切實做好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工作、逐步推進城鄉養老保障

制度有效銜接。

在這個指導思想下，21世紀開始後的中國大陸社會政策飛躍，不但擴張既有

制度及建立新制度（涵蓋所有人群），並且從城鎮擴展到農村社會保障（CDRF, 

2012; Besharov and Baehler, 2013; Carrillo et al., 2017）。例如上述的城鄉居民基本

養老保險制度，前身是各地開始推出的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2011年）以及新型

農村養老保險（新農保；2009年），最終於2014年正式實施於全國。健康醫療方面

的城鄉居民醫療保險也是類似的擴展過程，從原本各自獨立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

險（2007年）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新農合；2004年），乃至於2016年由中

央政府發文要求各地進行制度整合（黃德北，2011；Ngok and Huang, 2014; Huang, 

2015）。擴大涵蓋人口的過程，包括從正式就業人群擴展到非正式就業人口。最典

型的莫過於針對流動人口（之前稱為農民工）的措施：除了強化勞動保護（例如

1995年的勞動法與2007年的勞動合同法）之外，也開始提供這個群體一定的社會保

障。國務院2006年的《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要求各地應該重視這個社

會問題，並提出具體政策。雖然目前還缺乏全國統一的做法，各地都是提供在地工

作的外來人口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希望提供其更好的保障。看似有些政策的實

施點已經發生在習李體制領導下，實際上整體政策的演進已然於2003年後（胡溫體

制）開始萌芽，延續至晚近開花結果。

儘管過去二十載的社會政策有長足發展，也改善了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發展失

衡狀況，但是整體上仍舊不足以扭轉這些負面社會後果，主要呈現於三個互相關聯

的結構性問題（施世駿，2013）：（一）、城鄉收入差距，前者的人均收入比將近

後者的三倍。廣大農村地區發展較為滯後，無法跟上城鎮發展的腳步。（二）、地

區發展差異，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鴻溝。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人口流

動到發展較佳的地區，衍生出的問題包括這些人群的原生地家庭結構鬆動（留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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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客居地則因為戶籍限制而成為權益受損的弱勢社會群體，這些進而導致區

域治理的困難。（三）、不同身分人群之間的權益差距，尤其顯現於公務員、城鎮

職工、農村居民之間，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之間的社會保障落差。

為何歷經十餘年的努力，中國大陸已經逐步建立起涵蓋全民、待遇提高、以社

會保險為主體架構的社會保障體系，照理應當可以發揮矯正市場機制並促進社會公

平，可是社會發展依舊面臨這些瓶頸？從上述的結構性問題可以看出，改革開放的

經濟成長是建立於扭曲的結構基礎上達成，表現在城鎮地區經濟發達而農村地區牛

步緩增、沿海地區快速發展而內陸地區遲滯、以及各地的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的權

益差別。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固然可以減緩這些層面的結構矛盾，卻無法根本性解

決；再加上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分立與差別待遇，本身就在強化社會不平等，並且

阻礙社會流動與人員在不同地區之間的遷徙。這些因素都已經與變遷中的中國大陸

社會結構格格不入，顯然除了福利制度的建立與擴展之外，必須考量到是否有更深

層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障礙，正在阻撓並稀釋這些新制度能發揮的綜效。易言之，當

時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已然碰觸到更深層的「社會面」結構問題點，改革開放

經過了三十餘年的摸索嘗試，第五代領導人到了十八大時期面臨著「深水區」。只

有深入體制面開筋刨骨，才有可能進一步改善現況。

參、十八大以後所出現的社會政策新發展

在這個背景下，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網頁《人民網》

連續刊出10篇《聚焦收入分配改革系列報導》；緊接著國務院在2013年初發布《批

轉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當中內容指出：「收

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

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範，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

群眾生活比較困難。」（人民網，2013）這些訊息透露出高層領導人對此問題的重

視，也具體呈現在後續的社會政策發展。「十八大」以後的社會政策重點是「調結

構」：除了眾所周知的擴大內需之外，注重社會公平將是新一代領導人的主要思

維。在十二五計劃裡提及的主要項目，包括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實施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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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實施城鎮職工和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全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

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切實做好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

係轉移接續工作、逐步推進城鄉養老保障制度有效銜接。可以看出從社會管理的視

角而言，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的城鄉一體化、三農問題（包括農民工問題）將是社

會管理在社會保障面向的重點。同時，中央對地方政策官員的績效考核也加入許多

社會保障的指標，例如城鄉基本醫療或社會救助的涵蓋人群比例等等。

李克強總理在12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示，除了繼續維持經濟成長之外，

還要不斷改善民生。要著力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續擴大中等

收入的群體。重點在於保障基本民生，編織一張涵蓋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安全網，

其中包括義務教育、醫療、養老保險、住房等，還要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

維持特別貧困群體的基本生活。就此而言，習李體制沿襲的還是前任胡溫治下的基

調，強調社會保障的重要，更進一步張開社會福利涵蓋的人群範圍以及保障幅度。

這點特別表在全民基本社會保障的思維：在中央政府政策方針指引下，各地陸續推

動各類社會保險項目的擴張，並致力於轄區內的城鄉社保制度統籌整合。根據官方

統計，目前全國參加各類基本養老保險的總人數突破九億人大關，參保率達到85%

以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8）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被公認是十八大以後公布的指標性文件，其中勾勒的眾多改革面向，都在往後幾

年逐步細緻化成具體的政策。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推出《中共中央關於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是確定黨國透過行政與立法的手段

強化社會治理的方向。這兩個重要文件也對社會保障領域甚多著墨，映現在2016年

3月「兩會」（人民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審議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

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三五」規劃綱要）。由於「十三五」著眼的2016至

202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藍圖，表明將在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以及國內生產總

值（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倍。為了達到這點，中央政府同時設定相當宏偉

的目標，將協助7,000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毫無疑問，這些都必須透過深化社會

政策改革才能達標，因此諸多項目都和社會政策改革思維相關，以下分為五個方向

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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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鄉一體化與城鎮化

城鄉一體化透過統一城鄉規劃，打破城鄉分割的體制和政策，加強城鄉間的

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建設，促進城鄉間生產要素流動，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城

鄉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2這個思維起源於2002年十六大所提出的城鄉統籌

概念，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成為中國政府解決城鄉差距的主要方針。國家發展與改革

委員會於2007年下發「發改經體（2007）1248號」文件，批准重慶市（不含兩江新

區）和成都市設立「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著重城鄉統籌，繼續探

索「城市帶動農村」的城鄉均衡發展模式，並期中國西部加快發展。（新浪網，

2007）在先前的十二五規劃中，中國大陸政府視這個城鄉一體化議題為社會保障發

展的重要目標，希望以成渝的經驗實驗未來中國社會保障的可能發展方向（中國改

革發展研究院，2010）。在十八大後的發展藍圖中，進一步提出「新型城鎮化」，

從區域整合的角度，促使大部份農村地區也走向城鎮化。除了引導農村轉移人口落

戶於城鎮之外，也希望促使中西部地區人口就近城鎮化，減少東部沿海地區城市的

發展壓力，得以整治其轄區內城鄉發展問題（三個一億人規劃）。3

跟這個指導方針息息相關的是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進一步推進

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宣告已實行半個多世紀的「農業」和「非農業」二元戶籍

管理模式將退出歷史舞臺。確立一線大城維持戶籍管制、二線城鎮開放落戶的發

展方針。在這個理念引導下，2015年底發布「居住證暫行條例」，自2016年元月起

實施。民眾凡居住在非戶籍地期滿半年以上，並擁有穩定的就業、就學和住所，

就可享有當地的義務教育和基本公共服務。這點基本上彌補了過往戶籍制度的缺

失，往往讓許多農民工無法享受到客居地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Fan, 2011; Wang, 

2011）。甚至如首都北京，也於2016年9月正式公布《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

實施意見》，宣佈將取消北京地區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

2 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參考：http://218.246.21.135:81/gate/
big5/www.drcnet.com/DRCnet.common.web/DocViewSummary.aspx?docid=2248200&chnid=1007&leafi
d=12&gourl=/DRCnet.common.web/DocView.aspx。

3 參考中國政府網，〈新型城鎮化〉，http://www.gov.cn/zhuanti/xxczh/，補檢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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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白墨，2016）應當留意的是這只是戶籍制度的有限度開放，一線大城如北

京、上海對於外來人口的入籍依舊管制嚴格。一個鮮明的近例是2017年11月北京大

興區發生一起公寓火災，造成19人不幸死亡的慘劇。市政府隨即以整頓住房安全為

由，強制驅趕所謂的「低端人口」，造成數十萬的低收入戶及外來人口在寒冬中無

家可歸。（儲百亮，2017）後來河北省三河市也以整頓違法租屋為由，強力驅除外

來居民。這些都是戶籍制度尚存的弊病，是否能夠透過新型城鎮化的長遠發展解

決，尚待觀察。

二、整合社會保障制度

主要延續過往的幾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方向，並且和上述戶籍改革政策有關。

首先是社會保險制度的整合，表現在基礎養老金以及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並且實

現基礎養老金的全國統籌（財務整合）。2018年的《國務院關於建立企業職工基本

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的通知》直接推動此政策，從7月開始建立養老保險基

金中央調劑制度，希冀拉近各地基礎養老金的給付差距，在財務面逐步統一這個

制度。（國務院，2018）其次是推動機關事業單位（相當於臺灣的公家單位）養老

保險制度改革，健全它的財務制度。類似於臺灣的公教保險，機關事業員工在以往

享有較好的保障，但是也因此成為政府財政很大的負擔。有鑑於此，2015年發布的

《國務院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將機關事業養老

保險與一般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逐步拉齊，另外也逐步建立合理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

保障給付確定和正常調整機制，改善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政策。這點一直是以往

社會保險制度分立造成各自為政的問題，不但形成各地社會保險財務體質差異，對

於在各地之間轉換工作的人群也很不利。經過這幾年的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整

合成為進展最大的政策領域。

三、從扶貧到脫貧

「十三五」訂出農村脫貧的戰略目標，使得貧窮問題成為社會政策中的重點

領域。之前的政策是針對地區之間收入差異的問題，透過中央政府補助款扶持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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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區，以及地區之間對口的援助（亦即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的經援，例如北京

市援助新疆省）。1980年代以降，先後制定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

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以及「中國農村扶貧

開發綱要（2011-2020年）」等減貧規劃。中央政府國務院成立扶貧辦公室，統籌

扶貧開發的工作。中央財政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新型農村

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中，對中西部地區給予較大支持。同時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財政投入從2001年的127.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0年的349.3億元人民幣，每年約

增長11.9％。10年之中由中央財政挹注扶貧資金1356.2億元人民幣給22個省（區、

市），其中光西部12個省（區、市）便獲得877億元人民幣的補助。中央給予西部

地區優惠政策，包括對屬於國家鼓勵類產業的企業，減徵企業所得稅及資源稅。另

一方面，特別是教育、醫療、社保、扶貧開發等方面，增加對西部地區的專項轉移

支付，促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除了財務支持之外，我們應當瞭解習李治下的脫貧是以黨國系統由上而下的動

員方式進行，責成地方官員完成轄區內脫貧工作。可以想像的是政績壓力下的執行

弊病：官員造假以滿足上級要求、貧窮縣鎮浮報貧戶數字以爭取中央的助貧款項補

助。根據中國大陸審計署2018年第46號公報指陳，針對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的145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實地考察，發現一些縣市的教育、衛生、扶貧

等部門工作銜接不夠、數據共享不足，使得30.4萬貧困人口（戶）根本沒有享受到

應得的教育、健康扶貧政策補助。此外，43個縣審核把關不嚴，107個單位和158

人通過編造虛假資料、重複申報等方式虛報冒領、套取或騙取6467.32萬元扶貧資

金。4在幅員廣大又只能依賴上級監督的政治制度中，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亂象應是

冰山一角，呈現出制度面上的缺失，如何解決幹部濫權或貪腐問題，一直是威權政

治體制內生的難題（Edin, 2003; Birney, 2014）。即便是目前積極推動的脫貧工作，

顯然也不容易解決這種政策實施落差的問題，脫貧的實際成效尚待觀察。

4 審計署2018年第46號公報，參考：http://www.audit.gov.cn/n5/n25/c12356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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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從改進社會治理方式、鼓勵社會組織參與、藉此有效化解社會矛盾。這點表現

在各級政府的信息公開化、官員在網路上（例如微博）與網民互動，並留意相關的

民意訊息。例如2010年通過的《社會保險法》，主要是由中國人民大學的社會保障

學者專家推動制定，尤其是鄭功成、林嘉教授等人。在2007年12月的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一次審議該法的草案，一年後進行第二次審議，隨後共50天公開徵求意見，並

獲得7萬多項回饋意見。2009年底再進行第三次審議，最後在2010年10月第11屆人

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中通過。（中國人大新聞，2010）在重大法案制定過程，同樣

納進類似的公眾參與做為後續立法的參考。

在公民社會的管理方面，過去的社會保障改革主要藉由社會保障制度具體落實

經濟成長果實的分配；現在則是冀望透過民間社會組織的茁壯，彌補國家在許多社

會服務領域的退卻，負起服務輸送的責任。在威權政治體制下，當然不是任由民間

社會組織自發性成長，新的指導方針是國家監督下的公眾參與，政府仍舊抱持管制

社會組織的心態，只願意容忍它們些許活動空間，造成後者往往只能在灰色的法律

空間中生存活動（王信賢、李宗義，2008；Pieke, 2012; Spires, 2011）。這點在習

李上臺後更為明顯，管制範圍甚至擴及外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的活動。2017年

1月1日正式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規定，境外NGO

要向警方登記才可開始活動，而且賦予警方很大的干預權力。簡言之，國內外民間

組織只能在政府日益收緊的範圍內活動。藉此希望透過管理社會組織的方式，一方

面疏解社會壓力，同時達到多方提供社會服務的目的（王信賢、寇健文，2014；

Shi, 2017）。

另一方面，任何威脅政權穩定的公民社會活動，都受到嚴密的控管；尤其是協

助弱勢群體的維權律師或異議人士，近年來遭遇打壓（陳至潔，2015；另參考王信

賢、寇健文，2014）。在胡錦濤執政晚期興起的民間司法工作團體，例如許志永、

滕彪、浦志強等成立的『公盟』（前身為陽光憲政）、郭玉閃主持的『傳知行』、

陸軍創立的『益仁平』等NGO，都是從事公民權利意識培力工作的先驅。到了習

近平掌政時期，這些維權律師們先後被逮捕，遭到各項罪名起訴；雖然當事人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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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釋，卻也被迫離開消失於公眾生活及輿論圈。甚至於跟中國大陸公民團體交流的

臺灣人民也受到監管，2017年發生李明哲被中國大陸政府逮捕並判刑，是第一起臺

灣人民因為與公民社會團體交流而被拘捕的案例，牽動兩岸關係，由此可見得晚近

的社會治理朝向加強社會控制方向發展。

五、政府機構改革

2018年十九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與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發布

之後，成為強化以黨領政的具體文件。2014年7月，「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

會」改為「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成立「國家

安全委員會」（「國安委」）與「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深改組」），兩者

皆與「維穩」的軟硬兩面工作密切相關。就「硬」的方面，涉及「維穩」工作的黨

政部委，有政法委（前述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併於此）、綜治委、公安部、

武警系統、國家安全部等，以及屬於中共中央議事協調機構的「中央維穩工作領導

小組」與「610辦公室」（鎮壓異議分子）等，而「國安委」的設立便是為了統整

所有相關維穩部門的工作。

就「軟」的方面而言，「深改組」在民生建設與社會事業改革工作上發揮重

要作用，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經濟發展、社

會穩定、民生改善等工作皆在其管轄範圍之內。。這方面的機構改革首先是有限度

放權給省級以下機構更多自主權，減少不同層級審批的必要，朝向簡政賦權方向管

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機構也進行任務組織調整，在社會保障領域的重要改變，

是2008年整併原有的人力部及勞動社會保障部，成為現存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

部，統管所有城鎮及農村社會保險、機關事業人員社會保險事宜。同時因應一胎化

政策的鬆動，在2013年時改革原有的國務院下的「計畫生育委員會」，連同衛生部

成為「國家衛生與計畫生育委員會」，統籌管理人口與醫療衛生政策。2018年進一

步轉變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揚棄以往計畫生育的政策方向明確，整體統管

公共衛生與醫療事務。可以說經過此番機構調整，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的專責機構以

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以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為兩大支撐，負責各項社會保險事

務與醫療社會服務發展；最後再加上民政部掌管社會救助、災難撫恤事務，有更明



262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確的機構分工。

整體而言，十八大後的第五代領導人上臺後，在社會福利制度建立的基礎上進

一步強化國家責任，並且從更宏觀的「2020年小康社會」發展層面思考對策，提出

幾個不同以往的新方向：一、社會保障制度整合協調，達到全民基本保障；二、加

大政府補助以消滅貧窮，達到全民小康；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以及內需消費，藉

由社會政策擴展以協助「調結構」促進內需消費。這些戰略思維將更強化社會政策

在國家整體發展框架中的角色，推生出一個完整的福利國家制度，呈現出的特色是

社會保障制度分立卻內涵整合、全民基本保障卻有補充保障的程度差異、各地社會

保障制度框架一致卻容許不同的給付水準。社會保障制度整合的努力已經在主要社

會保險領域（養老、醫療）浮現，建立起涵蓋所有人群的基礎保險，但是在不同職

業團體的保險中，依舊有涇渭分明的給付水準。同樣的道理，目前的方向在致力提

供邊緣群體一定的生活保障，所以將消除貧窮當成重要社會工程項目，希望將觸角

延伸到社會發展的黑暗角落。但是即便是政策重心的最低生活保障，給付水準也是

各地不同，端視每個地區的物價水準以及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而定。理解這種基礎

保障一致、進階保障各異；以及全民小康、貧富差距尚存的思路，才能適切掌握中

國大陸社會政策的制度變遷。

肆、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的變與常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發展，很大程度是配合國家政治經濟的宏觀調

控、並且因應由此衍生的社會變遷；福利制度的演變因此受到既有的國家結構（中

央與地方府際關係）、經濟框架（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以及社會變遷（人

口老化、異地遷徙）的制約，從而呈現出持續的社會政策路徑依賴，同時卻又進行

逐步的典範轉移。中國大陸的社會保險已經發展了60餘年，從早期的城鎮國有企業

職工的保障項目，逐步擴展成為與全民相關的社會福利；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大

陸的中央與地方政府也會持續投注資源強化這方面的制度建設，因此幾乎可以稱呼

中國大陸為社會保險國家。然而未來的制度發展卻蘊含平等／不平等的雙元性：一

方面朝向城鄉統籌與城鎮化發展，卻允許各地因地制宜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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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雖然建立起涵蓋全部人群的基礎保障，卻無法完全革除戶籍制度帶來的社會排

除弊端。

首先就第一點而言，社會保險的擴張雖然提供全民基本的保障功能，卻並不

一定能兼顧社會公平；因為社會保險強調「保費」與「給付」的對等性，因此繳交

高保費者可以獲得較好的給付待遇。再加上中國大陸的社會保險制度零散，針對不

同的人口或職業群體有不同的制度設計，明顯有差別待遇，這樣的制度發展甚至可

能強化既有的社會不平等。在這個脈絡下，地區之間的差距也將映現在各自的社會

保險給付待遇水準差異上，因為富裕地區的當地政府可以用寬裕的財政實力補助當

地的保險項目，減少其民眾的保費負擔（施世駿，2009；Frazier, 2010; Carrillo and 

Duckett, 2011; Shi, 2012a）。從表8-1的數據可以看到，在2000年以來的時期內，絕

大多數的社會政策支出都是由地方政府負擔，呈現一種「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

情況。尤其對於一個相關社會政策已經擴展日益完備的大國而言，這是一個相當顯

著的特殊現象。除非中央政府透過區域間的財政調節機制弭平這種財政水準的差

距，否則這個現象只會隨著地區之間發展速度的差異而更惡化，而且也容易形成地

方政府排斥外來者的制度誘因。儘管這點在目前已經有一些改善的跡象，例如中央

政府在城鎮養老保險中已建立起跨省的調節基金，開始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

制度；而且自2006年農業稅取消之後，中央也透過移轉支付來補助因此稅收短缺的

地方。但是即使如此，中央政府的著力十分有限，再加上省級以下的各級政府財政

負擔的做法不一，通常是愈往基層財政狀況愈差，並不容易在所有社會政策領域打

破地方保護自己經濟社會利益的傾向。5

5 這點已在近年略有著墨。2016年公布的《國務院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
革的指導意見》，說明在財政權力與責任對應原則下，適度規範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項（包括

社會政策）。接著在2018年中旬，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印發醫療衛生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
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的通知》，提及應該明確省級以下層級的基層財務負擔，避免層層下

壓導致基層負擔過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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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負擔主要社會福利項目比例

教育 醫療健康 就業與社會保障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2002 7.95% 92.05% 2.72% 97.28% 6.51% 93.49%
2003 8.18% 91.82% 2.84% 97.16% 8.99% 91.01%
2004 6.53% 93.47% 2.62% 97.38% 9.60% 90.40%
2005 6.16% 93.84% 2.05% 97.95% 9.29% 90.71%
2006 6.18% 93.82% 1.84% 98.16% 8.17% 91.83%
2007 5.55% 94.45% 1.72% 98.28% 6.29% 93.71%
2008 5.46% 94.54% 1.70% 98.30% 5.06% 94.94%
2009 5.44% 94.56% 1.59% 98.41% 5.97% 94.03%
2010 5.74% 94.26% 1.53% 98.47% 4.93% 95.07%
2011 6.06% 93.94% 1.11% 98.89% 4.52% 95.48%
2012 5.19% 94.81% 1.03% 98.97% 4.65% 95.95%
2013 5.03% 94.97% 0.93% 99.07% 4.42% 95.58%
2014 5.44% 94.56% 0.89% 99.11% 4.38% 95.6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中國財政年鑑製作（2003-2015年）

就第二點而論，建立涵蓋全民的普惠式社會保障制度，卻因為地區發展的政

經差異，無法完全解決戶籍制度所帶來的不平等公民權後果。隨著境內人口遷徙所

帶來的流動人口社會保障問題，一直是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的痛點。近年來的作法

是要求各地方政府讓參與就業的外來人口加入本地的職工社會保險，希望提供更理

想的保障；同時中央政府也要求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給沒有本地戶籍地居民（劉

秋婉、施世駿，2014；Fan, 2011）。現實情況發展卻不盡人意：外來人口的流動性

強，過客心態往往使得他們不願意加入客居地的社會保險項目，擔心日後搬往他處

後，所繳交的保險權益無法銜接或攜帶。這點呈現在外來人口的參保率低落現象：

即使是國家衛生與計畫生育委員會2017年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

強調的是這些人口群體參加社會醫療保險的比例持續上升，例如2015年有89.3%的

流動人口至少參加一種醫療保險。亮麗的數字卻沒有說明他們參加其他社會保險種

類（養老、失業、生育等等）的比例偏低問題（孫靖芳，2015；Fan, 2011）。同樣

的情形也表現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上，各大城市雖然稍微放寬入戶條件，設下的門檻

對於不少外來人口仍是高不可攀，同時也難以享受到客居地的公共服務。民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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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個典型的問題，往往因為戶籍的限制無法進入當地公立學校就讀。上海或

天津等大城市在過去幾年嘗試將民工子女納入公立學校，或是規範當地的民工子女

學校；但是隨著戶籍政策改變，卻又開始限制外來人口進入這些大型城市；或是藉

由整頓民工子女學校，讓子女教育問題逼迫在地的民工群體不得不離開。

這些現象呈現出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發展當中的平等／不平等辯證發展：過去20

年的社會政策擴張，消除或改善了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但是在制

度改革同時，卻也帶出新型態的不平等問題，同時以更複雜的型態呈現。如今的社

會保障制度幾乎涵蓋全部人口，同時也提供基礎保障；可是在補充保障的層次，不

同地區以及不同人口群體之間卻有明顯的待遇差別，而且這種差距在短期內也不會

有明顯的轉變。此外，戶籍制度的深化改革也是明例：儘管開放中小型城鎮戶口，

引導周遭農村人口流向這些地方落戶；但是更吸引外來者的大型城市戶口卻依舊設

立無形的高牆，以積分制度篩選新居民。在前述的北京市政府驅除「低端人口」近

例中，依舊可以察覺到鮮明的戶籍制度藩籬，區隔著不同人群的社會公民權。

我們必須瞭解這種平等／不平等交織並存的現象，恰恰是具有「中國特色」

的福利發展，導致的社會後果可謂憂喜參半。從正面角度看待，2003年以後的社會

政策擴展，確實是政府大力投入的成果，可以視為新福利國家的浮現，並且體現於

基於全民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Ngok and Huang, 2014；Leung and Xu, 2015）。另

一方面，中國大陸這些政策的進步是由國家由上而下主導，技術官僚界定問題再推

出政策；政治菁英主導下的制度擴展，帶有濃厚家父長式的牧民思想。這些努力背

後的動力來自於經濟與社會轉型所出現的社會問題、也有中央與地方官員的政績壓

力、還有國家改革藍圖推動的制度建設。雖然政府試圖透過網路或是有限的問責機

制強化決策的正當性，社會政策的過程依舊缺少公民社會的實質參與與監督，有需

求者的聲音不容易反映到最後的政策結果（Mok et al., 2017; Shi, 2017）。沒有體制

保障的由下而上訴求力量，難以撼動福利體系的不平等本質，也比較缺乏實質的權

利保障。晚近的例子是政府企圖建立的社會信用體系，藉由各項經濟交易以及信用

紀錄數據，過濾出所謂的信用不佳人士，限制其社會參與（限買機票、車票，甚至

於福建省泉州市出現拒絕其子女入學情形）。（國務院，2014）儘管習李體制強調

依法治國，法律也確實成為一些爭議事件中公民維權的一個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

情形反映的是社會成員的公民權給予及沒收，依舊掌控於主事的政府部門手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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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威權政治體系下社會包容與排除的雙元特性。

另外一個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的特點，呈現在制度變遷的歷史脈絡，亦即新制

度的出現，往往回應的是舊制度遺留下的社會問題，而在漸進改革的過程中刻劃出

新的政策典範。這種視角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社會政策變化，並評估未來的

發展方向。人口老化便是一例：眾所周知這是過去一胎化政策的遺緒，導致中國大

陸的城鎮生育率在1979年以後大幅的下降，總體人口出生率也逐漸滑落。2010年

中國大陸第6次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總人口是13億3900萬人，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

0.57%，對比於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為1.43%，有明顯的降

幅。儘管計劃生育的強制手段控制住人口增長的速度，它卻帶來兩個重大影響：第

一、人口年齡結構的快速老化。由於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加上個人平均壽命的延長，

中國大陸60歲以上人口在2000年時便已達到總人口的10%以上，而且這個數字在

2012年的時候已經達到13%。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資料推估，到了2050年這個比例將

增加到34%。第二、未富先老：主要國際組織例如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評估東

亞地區人口老化與老年經濟安全時，都提及中國人口老化對於社會保障制度的壓力

（ADB, 2012; World Bank, 2016）。中國大陸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卻已經進入

人口老化的階段。這個人口老化的問題，對於既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乃至於家庭養老

都帶來沉重的負擔。十八大以來的制度建設工程陸續進行後，今後必須面對更艱難

的挑戰，也就是如何安養龐大的老年人口以及如何加強提供社會服務。

應對人口減少的首要之務是調整過往相當嚴格的生育政策，而一胎化政策也在

這幾年鬆動（施世駿，2015）：2013年第18屆三中全會將獨生子女政策擺上議程討

論，決定逐步放寬計畫生育政策。同一年，中央政府進行部會改革，將長期主管此

政策的「國家人口計畫生育委員會」併入主管醫療的衛生部，成為「國家衛生和計

畫生育委員會」，代表計畫生育政策重要性不復以往。2014年進一步放寬管制，允

許只要父母一方為獨生子女的情形下就可以生育第二胎（所謂的「單獨二胎」）。

2015年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進一步提出：「促進人口均衡發

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

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人口政策的轉型在於過去的「一胎

化」政策是抑制人口過度成長，避免落入發展滯後的馬爾薩斯陷阱：現在的「二胎

化」政策則是企圖防止人口快速老化，避免陷於發展轉型困難的中等收入陷阱。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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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二胎化」的政策效果還不明顯，如果經過數年的觀察，新生兒的生育率都未

見起色的話，未來相關政策極有可能再更加開放，甚至於揚棄整個生育控制政策。

人口老化的趨勢下，除了既有的基礎養老保險以及各職業團體的年金制度

之外，長期照顧體系的構建也浮上檯面。在中央政府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指

導下，截至2017年底，包括山東省青島市在內的15個地區正在進行政策實驗（試

點）；首善之區的上海市更已經走在前頭，甫於2018年開始於全市展開這項政策進

一步實驗，提供三類護理服務，包括社區居家照護、住院醫療護理和養老機構照

護。（新華社，2017）這是中國大陸社會政策學習的特點：有鑑於幅員遼闊且區域

發展的差異，中央政府在定調一項重大政策通行全國之前，往往讓一些有條件的地

區先進行政策試點，藉此蒐集實務經驗，以便於日後施行於全國（Heilmann, 2008; 

Heilmann and Perry, 2011; Shi, 2012b）。就目前的政策探索進度看來，未來幾年由

中央政府發布相關的長期照顧政策文件，再於各地推行相關措施，應是指年可待。

唯一還有待觀察的是以哪個地方推行的模式為準則，端視這幾年銜命實驗政策的15

個地區成效而定。

另外，公共服務的提供也成為當務之急，我們可以觀察到相關政策論述及做

法。例如晚近出現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理念，訴求的是如何讓地區內的不同身分

人口都享受到一致的社會服務。國務院在2017年發布的《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

均等化規劃》，要求到2020年時，能夠達到城鄉之間公共服務均衡發展，主要指標

涵蓋基本教育、勞動就業、醫療衛生、住房保障、文化體育、社會服務等等。（國

務院，2017）以省、市級為統籌層級，建立地區內較為一致的公共服務，提供給所

有人群（儘可能包括外來人口，例如前述北京市的做法）。除了國家推動相關措施

之外，目前的政策也鼓勵民間組織的投入，也就是前述的社會管理思維，在共產黨

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政府指導社

會團體原則（劉衛平，2018：47；林端等人，2012）。此處常見的問題是政府指導

的界線：由於政府仍舊掌控大多數資源，又抑制民間組織募款空間，再加上對於境

內外NGO的活動限制，使得期待社會組織投入公共服務的目標不易達成（王信賢、

寇健文，2014；Shi, 2017）。在收緊社會組織活動空間的情形下，未來的公共服務

提供關鍵還是在於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執行意願及資源挹注；雖然民間組織仍舊扮演

一定的角色，但是不論就法規管理或是資源取得而言，政府的公共投入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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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基於人口老化而出現的新社會政策，著眼的不再是所得分配或是勞工風險

預防，而是因應整個社會人口高齡化所衍生出的照顧需求。不論是長期照護的政策

試點，或是公共服務擴展，在可預見的將來也形塑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的型態變化，

並要求更多的公共財政資源投入。如果說十八大以前的社會政策的改革重心是社會

保險擴張以及社會救助的實施，藉此提供全民基礎保障；十八大以後的焦點勢將應

對人口型態轉變所帶來的後果，而且社會政策發展趨勢將更為多元，因為這個問題

更為複雜，牽動多方面的政策層面。人口老化這個難題同樣困擾著臺灣，但是中國

大陸面對更嚴峻的情勢，因為養老照顧的需求浪潮即將撲來，家庭照顧的功能卻因

為子女少而弱化，然而社會保障制度的相關應對卻尚未到位。可以確定的是在現階

段這種地區差異、不同群體人口差別待遇的制度條件下，國家很難照顧到所有人。

企求達到全民「老有所終、弱有所養」的境地，還有相當遙遠的路。

伍、結論與展望

十八大後的第五代領導人習李上臺後，在這個制度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

國家責任，並且從更宏觀的「2020年小康社會」發展層面思考對策，提出幾個不同

以往的新方向：一、社會保障制度整合協調，達到全民基本保障；二、加大政府

補助以消滅貧窮，達到全民小康；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以及內需消費，藉由社會

政策擴展以協助「調結構」促進內需消費。這些戰略思維將更強化社會政策在國家

整體發展框架中的角色，推生出一個完整的福利國家制度。十八大以後的社會政策

改革，很大程度也改變了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社會政策成為國家社會改造工程

的重要一環，而每個公民都有義務配合這種體制改造的要求，否則便容易失去公民

權利，或是遭遇社會排除。「小康社會」一方面提供全民福利的願景，另一方面卻

也對於民眾乃至於公民社會形成更強的規訓。社會政策的擴展代表的是國家責任增

強、人民獲得更完整的福利給付；但是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與法律規範下，這些

同時也意味著更強的國家控制與要求，以及脆弱的社會公民權利保障。

另一個十八大以後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的改革核心，環繞於國家致力於創新對於

社會的治理，觸及的面向包括：（1）威權體制的社會調控思維，具體表現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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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能力的訴求；（2）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改善政府的殘補式角色；

（3）強化社會組織治理，反映在政府體認到接受公民社會成長的事實，由黨國領

導，協同社會組織提供公共社會服務（參考林端等人，2012）。這三個面向相輔相

成，彼此搭配產生共振效果，分別為：

 威權體制的社會調控＋社會保障緩和社會矛盾、協調社會利益；

 威權體制的社會調控＋社會組織管理穿透社會基層、協同管理社團

組織；

 社會保障＋社會組織管理社會保障的法制化、調控社會組織提供社會

服務）；

創新社會治理意含這三個面向的加總，亦即威權體制的社會調控、涵蓋廣泛且

基本的社會保障、再加上有限度開放的社會組織管理。在這個引導理念下，十八大

以後的社會政策改革將社會保障納入整體社會調控的範疇內；社會政策不單是關乎

西方福利國家意義下的市場管制機制（market regulation），而是成為一種「全社

會」政策（societal policy），將市場、公民社會、乃至於家庭都視為國家宏觀調控

的領域，服膺於國家目標。6改革開放以後的市場轉型、社會組織管理、乃至於生

育控制，都是國家干預相關領域的鮮明例子。因此探究個別社會保障改革的同時，

必須從其深處蘊含的社會治理脈絡理解，同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戰略目標相連結。

這種性質轉變無疑是十八大以後社會政策改革的要旨，也是關心中國大陸日後相關

社會改革所必須留意的重點。

這樣的宏觀分析視角，有助於我們從臺灣理解中國大陸的社會變遷與社會政

策，也提醒我們應當留心社會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之間的關聯。前述的人口型

態變遷所引發的效應與新型社會政策的出現，將是一個重要的探索領域。人口高

齡化與少子化將是牽動未來社會政策最具衝擊性的問題，中國大陸對於這個問題的

6 「全社會」政策的概念源自於德國社會學者H. Achinger（1958）洞見，將社會政策視為「國家」和
「社會」之間的協調機制。限於篇幅，此處不擬比較東西方經驗的異同，而是引用此想法說明中

國大陸的社會政策不再是點或線的發展，反而必須放在整個層面的脈絡，也就是和其他政策領域

互相關聯的情形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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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性，仍舊受限於過往一胎化的思維侷限，導致開放生育的政策直至最近才有進

展，遑論其他支持家庭托育或是婦女就業的政策。此外，如何管理人口流動遷徙，

並提供適當的社會保障，是一個歷經數十年卻依然歷久彌新的課題，也和當前中央

政府希冀推動的區域融合發展策略息息相關，更對經濟轉型升級的目標有直接影

響。完善的社會保障，可以促進內需消費的增長，例如合理的養老年金設計，會將

民眾存錢防老的習慣轉變為在工作階段便增加支出，從而達到支撐內需經濟的目

標。這些議題都是影響未來中國大陸社會的重要關鍵，值得臺灣的中國研究學界乃

至於相關政府單位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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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章首先概述近年來中國大陸勞工運動的總體面貌，在此基礎之上，本文將分

析中國大陸政府目前所著重的應對措施，以及習近平時代勞動關係治理框架的持續

與演變。為了解決勞工抗爭對社會穩定所帶來的衝擊，習近平時代中國大陸勞動關

係的治理框架從以下層面分析。首先，當前中國大陸政府持續強調以勞動合同法保

障職工權益，並以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依法治國」為基礎，加強對

民眾宣傳。因為對政府來說，以法院路線為主的維權方式，可以適度減輕集體行動

的壓力。其次，在對集體行動的掌控方面，當前政府加強打壓草根勞動組織，尤其

是與國際連結的非政府組織。第三，在習近平時代，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統戰角色與

功能獲得更多的強調。最後，關於勞動關係的協調，目前中國大陸仍然相當強調勞

動關係的三方協商機制，也就是政府、工會、以及企業之間的協調。這樣的做法使

得政府不會成為勞動衝突中的主要究責對象，反而企業更容易被工人認為是應該負

責的一方。總結言之，本文認為，在當前勞動衝突增加，且勞動者維權意識升高的

情況下，習近平時代的勞動治理將持續打壓集體行動。與此同時，為了預防集體行

動的發生，習近平對於統戰工作相當重視，目前勞動關係的治理因而也將強化工會

的角色。

關鍵詞：勞工抗爭、工會、三方協商機制、威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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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8年6月8日，中國大陸發生卡車司機大罷工事件，包括重慶、山東、安徽、

浙江等地，大批司機駕車聚集在高速公路與停車場，並占領收費站，抗議司機們的

工作環境不佳，並要求調高待遇。罷工過程中的許多紀錄與影片，在中國大陸的各

類社群媒體中迅速流傳，並被推特（twitter）轉發，1許多抗爭的現場狀況因而獲

得保存。近年來，這類事件在中國大陸並不少見，並且，以上關於此一事件的描述

與特徵，也出現在許多其他抗爭裡。一方面，許多勞動者的權利意識已增強，其抗

爭的目的不僅為了積欠的薪資，而是為了待遇的提升；另一方面，勞工抗爭者也與

愈來愈瞭解如何使用新興的社群媒體，以增加其訴求曝光的機會。這些現象在習近

平時代更加明顯，本章首先概述近年來中國大陸勞工運動的總體面貌，在此基礎之

上，本文將分析中國大陸政府目前所著重的應對措施，以及習近平時代勞動關係治

理框架的持續與演變。

目前關於中國大陸勞工集體抗爭的紀錄，最為權威的來源當屬位於香港的「中

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根據其所製作的「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

圖」（Strike Map），我們發現，在最近幾年裡，集體行動的地理範圍橫跨沿海與

內陸；並且，儘管多數勞工抗爭的訴求仍然集中於欠薪問題，但也有許多勞動者開

始重視公平、公正等與權利意識相關的議題，其集體行動的目的包括要求資方的尊

重與加薪等。為了解決這些與社會穩定相關的難題，習近平時代中國大陸勞動關係

的治理框架可以以下四個層面分析。

首先，當前中國大陸政府持續強調以勞動合同法保障職工權益，並以習近平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依法治國」為基礎，加強對民眾宣傳。對政府來說，

以法院路線為主的個人維權方式，可以適度減輕集體行動的壓力。其次，在對集體

行動的掌控方面，當前政府加強打壓草根勞動組織，尤其是與國際連結的非政府組

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第三，在習近平時代，中華全國總工會（All 

1 讀者可於推特中搜尋「#中国卡车司机全国大罢工」（需使用簡體字），即可看到抗議過程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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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統戰（united front）角色與功能獲得更多的強

調。最後，關於勞動關係的協調，目前中國大陸仍相當強調勞動關係的三方協商機

制（tripartism），也就是政府、工會、以及企業之間的協調。這樣的做法使得政府

不會成為勞動衝突中的主要究責對象，反而企業更容易被工人認為是該負責的一

方。在這樣的治理框架下，勞動者的抗議活動對中央政府體制穩定的影響較小，但

持續不斷的集體行動，對地方政府的維穩目標仍有相當的挑戰。

本章的安排如下。第貳節描述當前中國大陸勞工運動的整體情況，本文發現，

勞工抗爭的數量逐年增加，並且許多勞工的訴求不僅與討薪相關，而是為了勞動條

件的提升與薪資的提高等。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於第參節說明習近平主政時期勞

動關係治理框架的主要手段，第肆節則分析當前政府採取這些手段的原因。第伍節

為結論。

貳、中國大陸勞工運動的總體面貌

關於中國大陸勞工抗爭的研究，目前學界多以質性訪談與案例研究為主。事

實上，要對中國大陸勞工抗爭進行量化研究，實有根本性的困難。此一困難主要來

自於我們缺乏完整的資料來源，用以系統性地分析中國大陸勞工運動的總體趨勢

與特徵。儘管國務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社部）每年發佈「中國勞動統計年

鑑」，但其中關於勞動糾紛的紀錄，並不直接與集體行動或街頭抗爭相關。換言

之，這並不是勞工運動者所組織的「群體性事件」的紀錄，而是指一般性的勞資爭

議，尤其與個別性的爭議相關。對於研究者來說，要瞭解集體抗爭的情況，大約就

僅能依賴各類媒體的報導。然而在中國大陸，由於言論審查，媒體所報導的抗爭情

況一定會有所偏差，尤其是低估的問題難以避免，研究者僅能使用不同類型的媒體

來源，盡可能地呈現中國大陸勞工集體抗爭的總體樣貌。

在中國研究學界，目前最常被提及的，並且使用各類媒體以蒐集中國大陸勞工

抗爭的資料庫，是由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所製作的「中國工人

集體行動地圖」。此一組織從2011年開始，針對國內外報紙、官方與非官方的新聞

網站、各種非政府組織與草根組織的網站、以及各種社群媒體，將其內任何與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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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相關的集體行動繪製成地圖，並整理出每起抗爭事件的特徵，供研究者下載與

瀏覽。圖9-1顯示2017年勞工抗爭的分布情況。

根據此一地圖，中國大陸勞工抗爭的數量，從2011年184起抗爭事件，上升至

2017年1,257起事件，而2018年截至8月底，也有1,012起事件。這些數字的增加除了

代表勞動者更加願意集結，也與社群媒體的紀錄相關。由於許多勞動者開始使用

「微博」（weibo）與「微信」（wechat）報導其抗爭，使得抗爭活動較易為外界

所知悉，研究者也更加容易蒐集到相關的資料，因此，我們不能完全以這樣的記錄

來說明中國大陸勞工抗爭的實際數量。然而，儘管這樣的數字增長與媒體報導與否

相關，但讀者仍然可以瞭解到，中國大陸的勞工抗爭已相當蓬勃。

註：圓圈中的數字代表勞工抗爭事件的數量。

資料來源：中國勞工通訊官方網頁。

圖9-1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2017年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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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動者的權利意識抬頭

從「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紀錄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珠三角、與長三角等

地區，勞工抗爭已出現密集的現象。儘管如此，李靜君（Ching Kwan Lee）在兩千

年中期對中國工運「蜂窩式」（cellular）的觀察（2007），至今仍然有效。目前許

多抗爭的規模仍然相當有限，多數抗爭的參與人數都低於一千人。例如以2017年為

例，在1,257個事件裡，僅有1筆抗爭的參與人數大於一千人，而一百人以下的抗爭

則有1,153筆。在處理超過一千人的抗爭時，政府較常使用壓制性的手段，也就是

這類事件經常會出現工人被捕的情況。例如2016年1月11日江西南昌數千出租車司

機集體罷工，反對打車軟件，抗議其規費過高，即有多名司機被抓捕。

然而，參與抗爭的人數雖未增加，但勞工抗爭的訴求卻已出現轉變。在上述卡

車司機的大罷工裡，涉及的是對運費改變的不滿。在中國大陸，貨運市場幾乎由總

部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的「運滿滿」、以及貴州省貴陽市的「貨車幫」所壟斷，這二

者是已於2018年4月合併的滿幫集團所推出的城際物流與車貨匹配App應用程式，

用於媒合貨主與司機。2018年6月，運滿滿App推出「報價模式」，個別司機自行

報價再競標，貨主從中挑選價格最低者來運貨。由於這個新的功能導致運費逐底競

爭（race to the bottom），司機收入大幅下降，終而導致司機們的聯合罷工。這種

因為自己權利受損而憤起抵抗的行為，顯示當前集體抗爭的訴求已漸趨包括積極

性（offensive）要求，例如勞工為了獲得尊重而抗爭，或者要求同工同酬與加薪等

（Elfström and Kuruvilla, 2014）。

這些積極性訴求與胡溫時期經常出現的欠薪問題不同，後者屬於防衛性（of-

fensive）要求。在胡溫主政時期，由於欠薪問題嚴重，2004年時任總理的溫家寶，

在到三峽庫區（主要指受長江三峽水壩工程淹沒的地區）查訪時，曾駐足聆聽重慶

農民熊德明訴說工資被拖欠的問題，被媒體追捧為「總理討薪」。2006年3月，國

務院發布《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的監控系統，

以及工資保證金制度，即為回應此一總理討薪運動。然而，相較於討薪這類防衛性

的議題，勞工的積極性要求更難處理。積極性訴求不僅需要資方更進一步的妥協，

對於政府來說，積極性訴求代表的更是民眾對於己身權利的敏感，甚至是權利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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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長，而處理這類議題所需要的制度性改革，也會更為根本與全面，若使用壓制

性的手段，對於這類訴求的疏通也經常難以發揮功效。因此，雖然整體勞工抗爭的

規模較小，但仍為政府帶來了挑戰。

勞動權利意識增長的最直接案例是2018年7月發生在深圳的佳士工人維權與組

建工會事件（Jasic incident），該事件並吸引眾多關心勞動權利與階級衝突的學者

與學生加入。深圳佳士科技是一家經營焊割、電子設備生產等的上市民營企業，其

工廠員工約一千人，但沒有設立任何工會。2018年5月開始，員工聯名向該工廠所

在的坪山區總工會投訴工廠管理中的許多非法問題，包括非法調休、違法罰款等，

而坪山區總工會最初回覆工人可組建工會以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到了7月，區總工

會卻指控工人違法自行籌建工會，工廠與警方也介入，報復並毆打這些組建工會的

工人。

這樣的發展被上百名學者痛批，包括多位香港大學學者與幾位中國大陸學者

連署呼籲深圳市政府介入。不僅如此，許多年輕學生，包括北京大學、人民大學、

廣州中山大學等地關心勞動權利的學生，也加入聲援佳士工人的行列。由於抗爭者

的聲勢日漸浩大，中國大陸政府旋即採取其慣用回應手法，聲稱抗議是受到「境外

勢力」的影響。8月24日，新華社發文指責這是一宗受到境外非政府組織煽動而起

的事件，隨後，廣東省省委宣傳部主管的《南方都市報》也採取相同口徑。這種回

應方式顯示中國大陸政府在處理具有意識型態正當性的左翼運動時已進退失據，僅

能以民族主義的大旗來合法化其對左翼運動的壓制，可以想見，未來這類運動的發

展，勢必對中國大陸政府造成更多的壓力。

二、勞工抗爭的行動策略

儘管中國大陸勞動者的權利意識已日漸增長，但勞工集體抗爭行動的集結仍有

相當程度的困難。除了工廠之間與地區之間的切割，勞動者集體行動的挑戰尚包括

精英主義的影響，以及政府對於任何非政府組織的管控。首先，Xi Chen（2016）

在關於90年代國有企業職工抗爭的研究裡發現，在勞工抗爭裡，運動領導者與一般

勞動者之間，經常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斷裂。這是因為在國有企業的抗爭中，許多抗

議領導者都是工廠裡原來的中高階層幹部，他們多認為普通工人沒有什麼文化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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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這種精英主義的傾向，有時也會出現在當前各類型態的勞工抗爭裡。

另一方面，在習近平時代，由於政府日漸加大對於非政府組織的管控與打壓，

集體行動更加難以產生大規模動員的效果。在目前的情況裡，非政府組織對於勞工

抗爭的協助，多會建議抗爭者應採取「個人式抗議」的方式為主。例如Fu（2018）

發現，許多草根組織會教導勞動者，如何透過口頭方式或相關行動，威脅地方政府

官員即將採取「極端行為」，包括跳樓、自焚等。並且，在多數情況裡，勞工抗爭

會將控訴對象聚焦於資方，避免將政府形容為直接的剝削者，而即使抗爭的對象包

括政府，勞動者也多會採取較為平和的抗爭手段，例如在政府辦公大樓前集體靜坐

等。這些行動策略均盡量避免在抗爭剛剛發生時與政府發生直接衝突，減低政府一

開始就直接使用壓制性的作法，以增加抗爭訴求獲得曝光與同情的機會。

這些抗爭手段，儘管較為平和或並未將政府當作直接對象，但對地方政府而

言仍然有相當大的壓力。由於維持社會穩定對於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遷至關緊要，在

這樣的背景下，從抗爭者的角度來看，國家的控制能力其實存在著許多空隙。換言

之，抗爭者可以利用地方官員維持社會穩定的需求，威脅政府必需回應，否則社會

騷亂將可能影響地方官員的仕途。因此，「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在抗爭者之

間相互流傳，使得儘管抗爭者採取個人式的威脅作法，但仍然可以獲得地方政府的

正面回應。Fu（2018）將抗爭者與地方政府之間這種類似於交易的行為稱為「偽

裝的集體行動」（disguised collective action）。雖然這類抗爭的具體形式是個人活

動，但許多個人式抗議的背後仍有非政府組織的幫忙，是非政府組織有意識地將集

體抗爭刻意偽裝成為一種個人的行動。透過這種方式，個別勞動者的抗爭儘管並非

嚴格意義下的集體行動，但勞動者的權利意識將可能更為普及，在這農民工群體之

間最為明顯。許多農民工從毫無權利意識轉變為瞭解到平等權利、甚至同工同酬的

重要性，對政府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集體壓力。

參、勞動關係治理框架的持續與演變

由於勞動者權利意識日漸增長，且其間多有非政府組織的鼓舞，為了預防勞

工抗爭的升級，當前中國大陸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管控持續加強。除此以外，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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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集體行動的壓力，以法院路線為主的維權方式也持續獲得強調，尤其這種作法

符合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依法治國」原則。與此同時，在習近平時

代，先發制人（preemptive）的統一戰線路線也相當重要，再加上三方協商機制美

化了政府的協商形象，這些強調事前預防的多種手段共同構成了習近平時期勞動關

係的治理框架。

一、打壓非政府組織的運作

近年來，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大陸的運作遭到與比以往更多的困難，其中境外組

織更是如此。2015年7月1日《國家安全法》通過，許多規範均涉及對境外勢力的管

理。2016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並於2017年1月1日開始執行。根據此一管理法，境外非政府組織須向公安部門登

記。由於境內非政府組織的登記單位為民政部，此一要求等於將境內與境外的管理

模式分開，並強化對境外組織的控制。不僅如此，境外組織不得在境內募款，也不

得從事營利性活動。根據第17條的規定，公安部門若認為境外組織在中國大陸境內

所備案的活動，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疑慮時，可以透過中方的合作單位來停止該場活

動；第41條則規定，公安部門可以約談境外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以及其他相關負責

人，等於給予公安部門直接干涉的權力，明確加強管理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活動。

在與勞工維權相關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方面，中國大陸政府也加大了管理的力

度。2016年5月，三位「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總部位於紐約的非

政府組織，成立於2000年）的研究人員，在調查東莞市華堅工廠的過程中遭到拘捕

（Bradsher, 2017）。這是中國勞工觀察在過去17年在深圳設立辦公室以後，第一

次遭遇相關人員被捕的情況。華堅集團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女鞋生產集團之一，其代

工生產的皮鞋包括伊萬卡‧川普（Ivanka Trump）等在內的設計師。「中國勞工觀

察」對華堅工廠的調查包括該廠商是否拖欠工人的加班費。事實上，在2014年時，

即有該工廠的工人向法院控告該廠商從未支付加班費，而根據當時法院的判決書，

這名工人每個月的加班時間已達到52小時。這次中國勞工觀察對於華堅工廠加班費

的調查，是延續之前的法院判決結果而來，但由於其境外非政府組織的身份，當前

政府對其更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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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法律路線處理勞工的不滿

除了持續加強管控非政府組織，當前勞動關係的治理也強調以法律體系為基

礎，以法院維權的方式處理個別勞工的不滿，以適度減輕集體行動的壓力。2008

年，中國大陸開始實行勞動合同法，提供勞動者較1995年勞動法更為全面的保護。

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應與工人簽訂書面合同，內容應包含工作期限、工作時

間、工資，以及合同變更，續簽與終止的條款等。許多城市據此制訂標準化的合

同範本，其中更明訂工殤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為了維持穩定

且長期的勞資關係，勞動合同法提高了雇主解聘員工的困難，使得工作保障（job 

security）獲得了顯著的提升。首先，該法禁止在沒有任何書面勞動合同的情況下

使用臨時工。每個臨時工都應透過合同來僱用，與一般職工沒有區別。其次，為了

打擊短期合同，勞動合同法鼓勵使用無固定期限合同。一方面，在固定期限合同到

期時，如果雇主不與工人續簽合同，雇主需支付經濟補償金，這樣的規定使得短期

合同的聘僱成本增高。另一方面，勞動合同法不再允許持續使用固定期限合同。在

連續簽訂兩份固定期限合同之後，用人單位應向工人提出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此

外，對於集體裁員或解僱，用人單位需在30天以內通知工會或所有員工，並向當地

勞動局報告後，才可以執行。

對許多企業來說，這部勞動合同法大幅增加了勞動成本。2016年3月，當時的

財政部長樓繼偉（現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甚至在第12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的記者會上直言，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保護嚴重不足，由於對在職勞工的

保護較多，對企業與職工的保護程度差距甚大，造成薪資快速成長，是企業出走的

重要原因（中國人大網，2016）。然而，儘管資方對於勞動合同法頗多抱怨，但以

勞動合同法為骨幹的勞資衝突處理架構，仍然為習近平時代所重視。根據2017年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該機構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建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

與審判銜接的機制，當年已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達47.5萬件，並為農民工討薪23.6億

元（周強，2017）。這些數字由官方所發佈，一方面顯示了勞動者更加熟悉使用法

律，另一方面，勞動爭議與調解案件數量的持續增加，也表示中國大陸政府已一定

程度地成功導引民眾使用法律來處理勞資衝突。對政府來說，以法院路線為主的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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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方式，是一種體制內的個人行為，較任何集體行動對威權體制的挑戰為小。在習

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依法治國」的背後理據即與此相關，可見持續以

勞動合同法來處理勞資糾紛，對習近平時代勞動關係的治理，可說相當地重要。

三、加強工會角色

面對當前的勞工抗爭，中國大陸政府在加強對非政府組織管控的同時，也明白

縱使非政府組織不進行集體抗爭，日益普遍的平等意識也可能加重對政府的挑戰。

因此，在導引勞工透過法律維權的同時，習近平時代的管控模式更加重視採取先發

制人的應對策略，也就是加強工會的統戰角色。2015年，中國大陸召開「中央統

戰工作會議」，這是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將「統戰工作會議」的層級由

「全國」（national）升級為「中央」（central）。這樣的做法表示此一會議由中共

中央直接安排，而非僅是統戰系統的會議，彰顯當前中共中央相當重視以統戰工作

來處理社會紛爭。

在具體操作層面，統戰工作指的是國家自上而下與社會發生緊密連結，以便

蒐集各種社會訊息，先發制人地解決社會裡潛在的反對勢力；同時，統戰工作也包

括將國家的意志傳送至社會的各個角落，也就是發揮傳輸帶（transmission belt）的

角色。統戰工作的達成，多由各類的群眾組織（mass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來執行。透過群眾組織吸納社會行動者，降低一般民眾政治參與的需求（Roeder, 

1989）。在勞動關係領域，中華全國總工會是最主要的群眾組織，也是中國大陸唯

一合法的工會。全總的工作人員是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來招聘的，許多職位都需要

中共黨員的資格。工會制度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官僚結構，工廠內的基層工會隸屬於

地方的總工會，地方總工會應遵循同級共產黨的指導，同時也是中央層級中華全國

總工會的地方分支。

不過，與一般的黨政官僚機構不同，群眾組織發揮著雙重的作用，例如工會

一方面是國家控制勞動者的工具，另一方面仍然具有「代表」勞動者的功能（F. 

Chen, 2003）。隨著中國大陸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些群眾組織已開始為民眾發

言，一定程度地發揮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群眾組織「代表」普通民眾的作用。

例如，Xi Chen與Xu（2011）的研究發現，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曾經有效地替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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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成功抵抗地方政府禁止使用三輪車的政策，發揮了一種類似於國家倡議者

（state advocacy）的角色。然而，在多數情況下，工會代表工人的功能仍然相當有

限。企業裡基層工會的主要作用不是與資方討價還價，而是維持就業關係的穩定與

和諧。根據1992年「工會法」與修訂後的「2001年工會法」，中國大陸工會的職能

是「遵守和維護憲法」。第27條規定，工會雖有義務表達員工的觀點，與用人單位

談判並提出建議，但工會也需協助工廠管理人員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並維持工作

紀律。由此可知，所謂代表員工來發聲，目的僅是為了維持工廠內勞資關係的和平

與穩定。

由於工會可協助中國共產黨加強和平的勞資關係，除了國有企業裡以外，民

營經濟與外資企業裡也應設有工會。然而，在2000年以前，多數民營與外資企業裡

並沒有任何工會，導致中華全國總工會管理勞工的功能大幅減半（Chou, 2018）。

1999年，全總在浙江省寧波市召開全國會議，強調有工人的地方，就應該要有工

會，尤其應在新建企業（也就是非國有企業）裡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地方分支機

構。根據2001年工會法的第10條，任何擁有25名或以上成員的企業，都應當建立基

層工會。到了2006年7月，美國大型零售商沃爾瑪（Walmart）在總工會的壓力下，

於福建省泉州市成立工會，成為外商建立工會的典型，受到政府的廣為宣傳。自

此，多數企業均成立工會，而這些企業內的基層組織，提供了中國大陸政府一個管

控勞工的重要媒介。2014年3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佈《關於提升集體協商質量增

強集體合同實效的意見》，加強工會代表職工與資方協商勞動合同內容的角色。

2015年3月，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發佈《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意見》，承認

當前勞資矛盾相當嚴重，在組建基層工會的同時，該意見也強調應建設企業內的黨

組織，加強各類企業的黨建工作，擴大黨在非公有制企業內的覆蓋情況。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習近平時代工會的統戰角色更加獲得強調。2016年1月9

日，習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現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第18次會議，通過《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在領導層級中增設農民工兼

職副主席，以及農民工掛職書記處書記。2016年1月17日，巨曉林當選中華全國總

工會兼職副主席，成為第一位農民工身份的全總副主席。此外，全總內部也進行職

能整合，成立網路工作部、與社會聯絡部。2017年2月6日「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

組」第32次會議，通過《關於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工作的總結報告》，工會系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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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習近平所重視的「脫貧攻堅」工作，包括幫助農民工處理經濟損失等。這些作

法顯示，工會角色的加強是當前政府處理勞工議題的主要手段之一。

然而，雖然工會的重要性獲得強調，但從上述2018年7月佳士工人組建工會的

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總工會無法容許工會謹代表工人的利益，也不會支持勞動抗

爭者成為企業工會的領袖。換言之，儘管總工會相當積極推動在民營企業裡組建工

會，但作為一種群眾組織，工會仍是國家控制民間力量的工具，無法真正代表工

人。因此，在實際運作裡，工會沒有辦法滿足民間社會日漸升高的階級與勞動權利

意識，這使得工會的正當性屢屢受到質疑。從這個面向來說，工會的勞動治理功

能，實難發揮良好的效果。

四、深化三方協商機制

誠如中國大陸著名勞動學者常凱所指出，勞工集體抗爭衝突的增加，意味著

中國大陸的勞動關係，正由個別勞動關係往集體勞動關係轉型（常凱，2016）。這

也是為何在加強以法律體系為主的個人維權模式之外，仍然需要工會的統戰工作

來處理潛在的集結活動。除了工會以外，勞動關係三方協商機制也是另一種處理潛

在集體不滿的手段。所謂三方機制，指的是政府（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為代

表）、工會、以及企業代表（主要由企業聯合會、工商業聯合會來代表）之間的協

調機制。在這樣的協商中，政府部門負擔著組織與指導的功能，努力使勞方與資方

達成一致的意見。這樣的作法有助於政府不會成為勞資衝突中的主要究責對象，反

而企業更容易被工人認為是該承擔責任的一方。

由於三方協商機制對政府有利，近年來，此一機制經常被用來處理職集體「停

工」事件（在多數情況裡，停工的原因即是罷工，但因為中國大陸並沒有允許罷工

權，官方語彙很少出現罷工二字）。在上述2015年3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

建和諧勞動關係的意見》中，三方協商機制被明確鼓勵為處理集體停工的應急手

段。有些學者認為，這樣的規定意味著集體停工被界定為勞資糾紛，而非與社會穩

定相關的群體性事件（常凱，2016）。換言之，對於中央政府來說，勞工集體抗爭

並不是一種會傷害社會穩定的行動，尤其是多數勞動者的抗議對象並非政府。然

而，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也有過份樂觀之嫌。實際上，由於地方政府仍是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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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抗爭的行動者，對於他們來說，即便勞動者抗議的對象並非直指政府，但集體

行動仍然會對地方政府維持社會穩定的目標造成壓力，這也是為什麼地方政府逮捕

抗爭行動者的案例仍屢見不鮮。然而，無論如何，對於中央政府來說，將政府打造

為勞資爭議的協調者，而非被咎責的一方，有助於降低勞工抗爭對於政權穩定的潛

在傷害。

五、緩步推動戶籍制度的改革

與90年代多數勞動抗爭涉及國有企業破產時的下崗問題不同，在當前的勞資

糾紛裡，許多關於欠薪或同工同酬等議題的訴求，均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抗爭，這

也是為什麼將農民工納入工會的代表範圍顯得相當重要。除了加強工會的統戰工作

以外，改革戶籍制度更是強化農民工對政府支持的直接方法。換言之，在將農民工

納入體制代表的同時，給予他們一些好處，也就是使用胡蘿蔔（carrots）手段，有

助於收買農民工對於現有體制的認同。長期以來，受制於戶籍制度，農民工雖在城

市裡打工，但享受的福利遠較城市職工為差，其身份展現出一種「公民權的差序格

局」（吳介民，2000）。農村戶口要轉變為城市戶口（即農轉非，從農業戶口轉變

為非農業戶口），同時受到「政策」與「配額」的限制。前者界定了有權獲得非農

戶口的資格，後者則規定了可以獲得非農戶口的人數。在具體層面，轉換戶口地位

的審批由公安部門負責，而改變戶口的主要渠道包括獲得國有企業的招聘，但這多

指行政職位，一般農民工很難透過這種方式轉換戶口。

改革開放以來，戶籍制度的變革緩步前進。在80年代時，戶籍制度的鬆綁多

與國有企業的用工需求相關。例如，1990年給予當時的林業部特定的戶口配額，讓

在基層林業站工作的臨時林務員得以農轉非；1992年則給與交通部額外的數量，使

遠洋航員的家屬可以申請城市戶口（Chan and Zhang, 1999）。這些基於用人需求

而來的特殊政策，顯示戶籍制度對於勞動市場的分割，乃至於企業的生產與利潤，

有著深遠的影響。到了90年代，相較於其他層面的市場化，戶籍制度的改革顯得非

常滯後。由於國有企業的重組導致大量的裁員，地方政府面對過剩的勞動力，更加

不願意消除勞動力流動的障礙，許多城市甚至制訂政策直接限制企業招聘農民工

（Knight and Song, 2005）。



第九章　中國大陸勞動關係治理

289

儘管地方政府不願意見到農民工大量移入，但製造業工廠以及各類服務業對於

農民工的需求卻從未間斷。為了管理底層農民工（而非從外地移入的，擔任中高級

的管理人員），許多大中型城市從80年代開始實行「暫住證」制度，要求外來務工

人員必須申請暫住證，以證明其具有臨時居住的合法身份，否則即可能被遣返。在

實際情況裡，許多城市的暫住證收費頗高，且沒有帶來任何福利，農民工之間申請

暫住證的比例很低。2003年，甫從武漢科技學院畢業的孫志剛，受聘至廣州市達奇

服裝公司，在街上行走時被警察發現沒有暫住證，被帶至收容站，再被毆打致死。

此一事件在經南方都市報導後，引起輿論大加撻伐，收容遣送制度因而告終。

雖然農民工被收容遣送的風險下降，但以暫住證管控一般農民工的制度仍然

延續。2015年2月，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

見》，提出取消暫住證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但是，居住證制度的推行並不

代表戶籍制度的消失。根據2016年1月開始實施的《居住證暫行條例》，居住證申

請的門檻為：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或連續

就讀條件者。在執行層面，這樣的規定很可能僅有利於高學歷、高收入的外來職

工，將相對弱勢的農民工排除在外。因此，儘管為了提高農民工的工作與生活情

況，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戶籍制度的嚴控已有所鬆動，但在現階段，居住證制

度仍然只能被看成是一種政府為了擴大收買某些新興社會群體的手段（林宗弘，

2017），而移動人口中最底層的農民工則仍然被排除在外。

肆、勞動關係治理模式延續與變化之原因

對威權統治者來說，潛在的政權穩定威脅來自於兩方面，第一個是統治集團

內部其他政治菁精英的挑戰，第二個則來自於社會的行動者。因此，威權統治者需

要制訂一些行動策略，除了預防政變的可能性，也要防止任何社會不滿升級為革

命。面對當前持續增加的勞動爭議，整體而言，十八大以後，中國大陸的勞動關係

治理模式，仍然持續強調以體制內的個人化法律維權路徑，以處理日漸增多的勞動

爭議。然而，由於勞動者的權利意識日漸升高，集體性的勞動抗爭數量與日遽增，

對社會穩定造成了不小的衝擊。不僅如此，在威權政體裡，勞動抗爭對於體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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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更是透過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而來。除了傳統製造業工廠工人的罷工，近

年來交通行業的抗爭，包括貨車司機或計程車司機的罷工，經常出現賭路、賭橋的

抗爭手段，抗爭所波及的對象就不僅僅是單一工廠而已。由於對整體經濟活動的流

暢有所影響，妥善處理勞工抗爭成為威權政府有效治理的重要環節。然而，如同

Acemoglu與Robinson（2013）所指出，由於中國大陸政權至今無法建立可信的財產

權保障制度，因此，這個威權體制國家今日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與前蘇聯沒有什

麼太大的差異，都是建立在對勞動者的剝削與資源的直接榨取上，而非立基於勞動

者與投資者內在的逐利動機。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條件難以獲得根本性的提升，

勞動者的不滿情緒也將難以獲得根本性的解決，勞動抗爭因而難以杜絕。

這些限制使得勞動關係的治理困難重重，因此，強化工會組織，與社會力量發

生連結，先發制人地處理集體衝突就顯得十分重要。除了工會組織以外，近年來，

全國人民代表中一線農民、婦女、工人與農民工的比例已有所提升，例如2018年所

召開的第 13屆全國人大會議，廣東代表團裡即有一位在富士康科技集團工作的技

術工人楊飛飛，他也是一位剛當選的1980後出生的農民工代表。這種利用既有群眾

組織與人大機構連結社會力量的作法，可以發揮形式上民主制度（nominally demo-

cratic institutions）在威權體制裡的收編（co-option）效果。近年來，政治學界關於

比較威權主義（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的研究發現，某些政治參與制度，例

如立法機關，對於維繫社會行為者對於威權統治者的支持甚有幫助。透過將體制外

的社會人士收編為體制內的行為者，威權統治者可以消除社會中的菁英人士帶領集

體抗爭的機會（Gandhi & Przeworski, 2007）。因此，那些看起來向社會開放的管

道與政策，其實只是國家有意識的策略手段，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仍然高

度為國家所主導（Gilley, 2011）。

與此同時，由於勞動者經常使用新興媒體來進行串連，目前中國大陸政府對於

網路言論的管控更加嚴格。事實上，對於任何威權政體來說，掌控資訊的流通是社

會治理的重要環節。2017年6月1日《網絡安全法》開始施行，要求網絡營運者需向

國家安全機關提供技術支持，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更需通過國家安全審

查。這部法律的通過對國外網絡營運者的影響甚大，因其要求外國企業在中國大陸

營運所產生訊息與數據，應存於中國大陸境內。外國企業並需配合政府的辦案，提

供相關的訊息。據此，《網絡安全法》呼應了上述《國家安全法》所提及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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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網絡空間主權」規定，將網路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這些勞動關係的治理模式，多屬於一種先發制人的手段。首先，逐步改革戶

籍制度，有助於中國大陸政府形塑其改革、甚至慈善的形象，減緩農民工對於現階

段體制的不滿。其次，無論是工會的統戰、人大的收編、對於訊息的監控、或是對

於非政府組織的打壓等，都強調在勞動糾紛尚未發生之前，預先處理或裂解可能的

衝突與爭議。到了勞動爭議出現時，政府再以法律等體制內的措施，強調個人式維

權的好處，以此阻止勞動者組織集體抗議活動。儘管如此，由於近年來勞動者權利

意識日漸提升，集體性的抗爭與維權活動仍然層出不窮。面對那些已經發生的勞動

集體抗議，許多地方政府仍然相當仰賴直接的壓制手段。例如2013年，深圳市迪威

信傢俱製品有限公司工人，因工廠未給予合理的遺散補償費而罷工，罷工領導者吳

貴軍被警方依涉嫌「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而拘留（牛刀博客，2014）。不過，儘

管抗爭者被警察拘捕或被毆打的情況屢見不鮮，但當前政府也並不完全僅仰賴這些

壓制性手段。在吳貴軍的案例裡，在其遭遇為社群媒體揭發後，許多勞工律師與草

根團體奮力為其辯護，最終深圳市寶安區檢察院在2014年對其撤訴。這樣的案例顯

示，政府對勞工抗爭的回應方式有些變化，強制性手段會與其他方式共同使用。

在有些情況裡，當勞工的集體行動發生時，政府會開啟協商與調解以回應勞

工的訴求。並且，地方政府之間也會相互學習如何以較為平和的手段處理勞工抗

爭，因而產生政府回應的擴散效應（Chou, Elfström and Teng, 2018）。有些研究發

現，處理維穩議題的國安相關部門、與主管勞動事務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

以及理應代表工人的工會組織之間，對於是要使用壓制性手段或平和的協商與調

解方式，經常存在有不同的意見（Fu, 2017）。2015年12月，中央辦公廳下發《關

於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2017年3月，人社部等多個部門共同發佈

《關於進一步加強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完善多元處理機制的意見》，顯示目前中

央政府相當強調以調解方式處理勞動紛爭。從上述中國勞工通訊所蒐集的資料來

看，政府對於如何使用平和方式也愈來愈熟稔，且有日漸增多的趨勢。例如有些縣

市加強社會治理創新，成立「大調解」機制，設立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將政法機

關、法院、檢察院等納入體系（人民網，2017）。而在三方協商的機制裡，政府更

可以被塑造成一種中間協商者的角色，避免直接被勞動者認為是首要惡人。這種讓

政府遠離風暴核心的作法，甚至在當政府想使用強制性手段時也會出現。如同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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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所指出，地方政府經常不會直接使用警力，而是會聘用當地的惡棍或地痞

流氓（thugs-for-hire），讓他們充當政府的打手，協助執行壓制性的手段，這樣政

府就不用在第一線對付社會抗爭。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習近平時代對於勞動衝突的處理，一方面著重於

打壓非政府組織與監管網絡活動，但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在勞動者面前展現出政府

關心基層工人的一面。因此，當前政府將農民工納入工會組織的領導階層，又逐步

改革與農民工密切相關的戶籍制度，更以協商機制的強化，將政府打造為勞資衝突

中的協商者，而非直接需被咎責的對象。這些作法不僅融合了棒子（sticks）的統

治手段，也包括直接給予資源或優惠政策的胡蘿蔔面向，更與當前威權主義文獻所

提及的收編策略息息相關。對於習近平來說，在處理黨內菁英分歧、建立自己官僚

團隊的同時，維持一般民眾對其高度的支持，避免社會中出現大規模的騷亂，是保

持政權穩定的重要手段。因此，收編社會人士，以及形塑當前政府在社會中的正面

形象，就成為勞動關係治理的目標。結合胡蘿蔔、棒子、收編這三種治理模式，當

前勞工集體抗爭雖相當頻繁，但對中央政府的影響有限。不過，日益增高的勞動權

利意識，仍大幅增加了地方政府維持社會穩定的負擔。未來地方政府與勞工之間的

衝突是否得以緩和，將取決於地方政府如何回應勞工的需求，以及受到地方政府執

行協商與調解的意願與能力所影響。

伍、結論與未來觀察重點

本章分析習近平時期勞動關係的治理框架，透過中國勞工通訊關於中國大陸

勞工集體抗爭的紀錄，我們發現，在最近幾年裡，集體行動的地理範圍橫跨沿海與

內陸；並且，儘管當前勞工抗爭的訴求多集中於欠薪問題，但許多勞動者的權利

意識已漸趨抬頭，其集體抗爭的訴求多包括尊重與加薪等。為了解決這些與社會穩

定相關的難題，當前中國大陸政府持續強調以勞動合同法保障職工權益，並以習近

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依法治國」為基礎，加強對民眾宣傳。對於政府來

說，以法院路線為主的個人維權方式，可以適度減輕集體行動的壓力。其次，在對

集體行動的掌控方面，當前政府加強打壓草根勞動組織，尤其是與國際連結的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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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組織。同時，網路安全以及對於訊息的監控，也被納入國家安全的範圍之一。另

一方面，在習近平時代，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統戰角色與功能獲得更多的強調，目的

是為了達到收編社會力量的效果。最後，關於勞動關係的協調，目前中國大陸政府

仍相當強調勞動關係的三方協商機制，也就是政府、工會、以及企業之間的協調，

這樣的做法有助於形塑政府在勞資衝突中的協調角色，盡量避免讓政府成為勞動衝

突中的主要究責對象。

然而，這些方法卻未必一定可以發揮功效。儘管在許多抗爭中，勞動者會盡

量避免採取直接與政府對抗的策略，例如如前所言，近年來，許多傳統製造業工廠

的農民工，會選擇跳樓、自殺這些個人式的威脅手段，但許多工人也發現，把地

方政府拖下水，雖然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可能招致政府使用壓制性的手段，但由於

地方政府的維穩壓力，勞動抗爭的訴求卻比較可能獲得回應。因此，政府看似具有

多方面的治理手段，但從勞動者的眼中，地方政府其實有脆弱的一面。在交通運輸

行業的勞動抗爭中，這樣的情況也經常出現。2015年底，出租車司機為抗議新興的

叫車軟體（即中國大陸所稱的打車軟件），對其收入與生存造成威脅，群起至北京

滴滴打車總部圍堵抗議（第一財經，2015）。這些抗議在將矛頭指向其他社會行為

者（也就是滴滴打車此一軟體公司）的同時，也將政府監管不力納入訴求，增加了

政府的壓力。在上述2018年卡車司機的串連罷工中，抗議的主要對像是滿幫集團壟

斷貨運市場，壓低卡車司機的運費價格，但司機們的訴求除了包括滿幫集團應將運

費提高以外，也提及各地政府胡亂收取過路費、過橋費，以及各地交通警察隨意攔

截、檢查與罰款等。這種將地方政府拖下水的作法，自然不為政府所樂見，因此儘

管在罷工剛開始時，中國大陸境內的社群媒體有許多報導，但之後卻全數遭到刪

除，官方媒體更是無一報導。但是，把政府納入抗議對象的範圍，仍然增加了罷工

者的談判籌碼，最終滿幫集團妥協，接受司機們的主要訴求，罷工也宣告結束。

從這些案例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縱使當前中國大陸政府想方設法地以先發

制人的手段，包括給予資源、監控社會、收編勞動者、替政府卸責、與強化法律保

護等，作為其勞動關係治理框架的各個面向，但勞工抗爭與衝突仍然難以避免，並

對社會穩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中國大陸勞工集體活動層出不窮的原因，不僅

在於威權體制經濟成長對於勞動力剝削的習慣上，更與勞動者利用地方政府維穩需

求的脆弱性有關。近年來，除了傳統製造業工廠的勞資衝突以外，服務業的勞動衝



294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突也躍上檯面，而其中許多衝突涉及了新興的科技平臺。這些新興的衝突，雖然

多屬於與資方的爭議，但對官方也產生了壓力，這些都是威權體制社會治理的根本

性困難。未來這些先發制人的策略究竟能發揮多少效用，是研究者應持續觀察的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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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

關弘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副教授

摘　要

本文觀察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後的兩岸關係演變以及中共對臺政策的發展，並

討論其中的可能影響因素。本文認為，十八大召開前夕的兩岸關係情勢大致穩定，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臺灣由馬英九執政，馬政府延續其2008年5月上臺之後的「九二

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方針，並持續其開放兩岸經貿、社會交流的政策

方向。不過十八大之後兩岸關係發展逐漸發生波折，2014年3月臺灣發生太陽花學

運，馬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進程受到阻礙。2016年5月民進黨政府上臺，在兩岸政

策上提出「維持現狀」、尊重1992年歷史事實等，惟不符中國大陸期待，導致中共

中斷兩岸官方關係及聯繫管道。在對臺政策方面，中共分別針對官、民有所作法。

對於臺灣民眾，中共不因兩岸官方關係變化與否，持續2005年以來的「惠臺政策」

方針，希望收服臺灣民心。針對臺灣官方，中共給予馬政府參與國際組織之空間，

並維持外交休兵之默契，但對於蔡英文政府則阻撓其參與國際組織、接連與臺灣友

邦建交、並派出軍機軍艦繞臺等。本文認為，在美國臺海政策以及中國大陸局勢不

致有太大改變的情況下，臺灣內部多變的局勢是影響十八大之後及未來兩岸關係發

展的主要變數，而中共對臺政策則將隨之有所因應調整。惟近期美中在貿易戰、美

國國會通過友臺法案、南海及臺海軍事活動等方面展現之競爭日趨激烈，或亦將成

為兩岸關係之外部變數。

關鍵詞：十八大，習近平，兩岸關係，對臺政策，惠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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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於歷屆中共領導人而言，臺灣問題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領土不容

分裂」的歷史使命感與「中國終將統一」的目標之下，如何面對臺海兩岸關係的發

展情勢，並且制訂切合目標及當下情勢的對臺政策，一直是中共領導人的挑戰與任

務。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其後並選出習近平擔任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開啟了中共第五代領導人接班的時代。與此同時，臺海兩岸關

係也逐步發展。十八大召開前後的兩岸關係以及中共對臺政策大致如何？其中的可

能影響因素有哪些？這是本文想要討論的問題。

以下本文分別討論十八大前夕的兩岸關係及中共對臺政策、十八大之後的兩岸

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以及影響十八大之後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發展的因素。

本文認為，十八大前夕的兩岸關係大致穩定，這是因為當時臺灣由主張「九二共

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與開放兩岸交流的馬英九執政，不過十八大之後兩岸

關係逐漸發生波折，包括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阻礙了馬政府的兩岸經貿進程，

以及2016年5月民進黨政府上臺，在兩岸政策上提出「維持現狀」、尊重1992年歷

史事實等，惟不符中國大陸期待，導致中共中斷兩岸官方關係及聯繫管道。在對臺

政策方面，中共分別針對官、民有所作法。對於臺灣民眾，中共持續2005年以來的

對臺政策方針，希望收服臺灣民心。針對臺灣官方，中共給予馬政府參與國際組織

之空間，並維持外交休兵之默契，但對於蔡英文政府則阻撓其參與國際組織、接連

與臺灣友邦建交、並派出軍機軍艦繞臺等。本文認為，在美國、中國大陸、臺灣等

三者之中，臺灣內部多變的政局是影響十八大之後以及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變

數，而中共對臺政策則將隨之調整及因應。惟近期美中在貿易戰、美國國會通過友

臺法案、南海及臺海軍事活動等方面展現之競爭日趨激烈，或亦將成為兩岸關係之

外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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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十八大前夕的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

以下分別針對中共十八大前夕的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做說明，其中也包含

更早一階段的兩岸關係及中共對臺政策。

一、十八大前夕的兩岸關係

1987年11月，蔣經國總統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從此開啟了兩岸在互不往來將

近四十年後的交流序幕。此後兩岸的社會、文教、經貿等交流規模逐漸擴大，直到

目前雙方在這些面向上仍然維持密切及穩定的互動關係。相較之下，兩岸的政治

關係則有多次起伏變化。在1990年代初期，由於臺灣仍然主張兩岸未來的統一，

加以當時兩岸各項交流正逐漸開展，雙方關係正處於從過去的對峙緊張轉趨為和緩

的階段，此一和緩氣氛在1993年4月於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達到高峰，當時兩岸

官方分別授權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中國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

會（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新加坡進行會談，並針對兩岸民間交流所產生的幾項議

題簽署相關協議。但1994年3月發生千島湖事件，24位臺灣遊客在浙江千島湖遭殺

害，當時的李登輝總統以「土匪」稱呼中共政權，兩岸原本和緩的氣氛遂因此略成

緊繃。1995年6月初，李登輝總統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時多次提到中華

民國，引起中共軍方強硬派不滿，並於1995年7月對臺灣外海發射飛彈。1996年3月

臺灣進行首次總統民選前夕，中共試圖阻止李登輝當選，再次進行軍事演習，對臺

灣周圍海域發射飛彈。中共這兩次的對臺灣發射飛彈，乃1958年八二三砲戰之後兩

岸之間最為險峻的危機，也讓兩岸關係更趨緊張。之後兩岸緊繃情勢趨緩，1998年

10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率團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並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再次會

談。但是兩岸關係在1999年再次趨於緊張，當年7月李登輝總統於接受德國之聲訪

問時提出「臺灣與中國大陸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的說法（一般稱之為「兩國

論」），引起中共強烈反應，除強烈批評李登輝之外，也宣佈暫停海基會與海協會

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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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後，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依舊起伏曲折。2000年3月民進黨陳水扁

當選總統，其過往對於臺灣獨立運動的主張及作為使中共極度擔心未來陳水扁的

兩岸政策。在美國介入折衝之下，陳總統於5月就職時發表了「四不一沒有」的宣

示，表明「只要中共無意對臺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

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

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一般報導，2000）。此一宣示雖然沒有完全讓中共對陳總統

感到放心，但至少使兩岸之間沒有出現太大的波折。2002年8月陳水扁在對世界臺

灣同鄉會的談話中提出「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的說法，引起兩岸關係的緊張，也

預示了接下來他任期內兩岸關係的顛頗發展。2003年，陳水扁為了競選連任2004年

總統大選，開始以「公投綁大選」為競選策略，試圖在總統大選同時進行公民投

票。公民投票的敏感性引起北京強烈的批評與警告，也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2005

年3月，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並經國家主席胡錦濤簽

署，主張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以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被視為針

對陳水扁總統傾向臺灣獨立路線的警告，也引起兩岸關係的緊繃。2006年春節，

陳水扁總統宣布將思考廢除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及國家統一綱領（國統綱

領），並於同年2月底正式宣佈「終止」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北京批評此舉乃對於

一個中國原則的公然挑釁以及對臺海地區和平穩定的嚴重破壞，同樣引起兩岸關係

的緊張。而在2007年，陳總統為了幫助民進黨於2008年的總統大選能夠勝選，再次

以「公投綁大選」為策略，推動於大選時舉行「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投

票運動，也讓兩岸陷於緊繃的氣氛之中。

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當選總統，他在5月上任後的兩岸政策結束了兩岸關係在

陳水扁政府大半時期的緊張與衝突。他以「不統、不獨、不武」作為他在統獨問

題上的定位，並且支持內涵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他也開放

了航空及海運的直航（俗稱大三通），並在2008年12月正式實施。由於中國大陸認

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立場符合「一個中國」的原則，遂願意恢復與臺灣在李登輝

執政末期至陳水扁時期所中斷的兩岸對話協商。2008年6月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於北京進行兩會中斷近十年後的首次會談，而直到2012年8月馬

英九總統的第二任期初始不久，江陳兩人分別在兩岸進行過八次兩岸協商會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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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相關協議。1依據2008年6月的江陳會談協議，中國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在7月

正式實施，開啟了陸客來臺觀光的序幕。2010年6月，兩岸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2011年，馬政府正式開放陸生來臺就讀。兩岸的重啟會談、簽署協議，

以及各項交流的開放，標誌了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的平和氣氛。

由於馬英九在2008年上臺後的兩岸政策，包括遵循「九二共識」的「一中各

表」原則、大幅開放兩岸交流、以及海基會與海協會多次的會談協商及簽署協議

等，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兩岸關係可謂處於氣氛相對平和穩定的狀態。這

也是習近平在十八大接班前的兩岸關係背景。

二、十八大前夕的中共對臺政策

在對臺政策方面，自從國共內戰結束國民黨政府遷移到臺灣後，中共便以統

一臺灣為其一貫目標。毛澤東時期乃宣稱要以武力解放臺灣，並且曾對國民黨政府

發動古寧頭戰役、大二膽戰役、八二三砲戰等軍事行動。1978年鄧小平掌權後則以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對臺政策方針，但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1979年

元旦，中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主張結束兩岸軍事對峙、開放兩岸三通、擴大

兩岸交流等方針。1981年10月，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葉九條」，內容同樣

包含兩岸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等，以及臺灣於統一後享有高度自治權、

保留軍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等。1983年6月，鄧小平提出「鄧六條」，強

調統一是臺灣問題的核心、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代表中國、臺灣可以有自己的制

度，但不能享有完全自治。

1995年1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江八點」，提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反對「兩個中國」與「一中一臺」、進行兩岸和平統一談判、實現三通。2000年2

月，中共在臺灣總統大選前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白皮書」，其中提及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其處理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陳明通，2009：131）。

2005年3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胡四點」，提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爭

1 相關細節可參見大陸委員會，「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專區」；大陸委員會，「兩岸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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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平統一、反對臺獨（陳筑君，2015）。2008年12月，針對馬英九政府上臺的情

勢，胡錦濤發表了「胡六點」，提及恪守一個中國，並呼籲兩岸加強人員與經濟交

流、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從以上可以看出，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共領

導人談及對臺政策時特別強調和平統一、一個中國原則與反對臺獨。

十八大前夕中共對臺政策格局的成形可以溯及2005年左右，當時胡錦濤是中共

中央總書記與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上臺，但直到2004年9

月十六屆四中全會後接任「對臺領導小組」組長，方才全面主導對臺政策（耿曙，

2009：8）。之後胡錦濤除了在2005年3月4日發表前述的「胡四點」之外，也於當

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隨即予以

簽署。胡錦濤的對臺政策操作被認為是比江澤民時期更為細膩，而且「硬的更硬，

軟得更軟」（耿曙，2009：8）。這種軟硬兼具的對臺政策路線從「反分裂國家

法」的條文即可看出。在「硬」的方面，該法主要是針對臺灣獨立主張進行警告。

「反分裂國家法」第一條提到該法的制訂乃「為了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勢力分

裂國家」，第二條提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不允許『臺獨』分裂勢力以

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第八條則提到「『臺獨』分裂勢力

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

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

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在「軟」的部分，「反分裂國家法」除強調統一是以和平的方式達成，而後

臺灣仍可高度自主之外，也特別著重推動兩岸的各種交流。該法第五條提及，「國

家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國家和平統一後，臺灣可以實行

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第六條則提到，「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增

進瞭解，增強互信」、「鼓勵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

「鼓勵和推動兩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鼓勵和推動兩岸共同

打擊犯罪」。此外，該法也提及兩岸可在平等的位置上協商和平統一。第七條提

到，「國家主張通過臺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以上強調

以和平方式統一而不提武力統一，以及強調給予臺灣高度自治、加強兩岸各種交流

合作，還有兩岸平等而非地位不對稱的協商統一，都凸顯出這階段中共對臺政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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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性的訴求。2

胡錦濤時期對臺政策的「軟」不僅是宣示而已，也具體落實在執行層面上，

也就是「惠臺政策」的出現。所謂惠臺政策之原則可以歸納為「針對民眾、利益補

貼、擴大受益、減少受害」（耿曙，2009：12），也就是繞過臺灣政府官方，以臺

灣民眾作為目標的一種政策作為，試圖透過對臺灣民眾的大幅讓利（例如補貼）或

各種交流活動來照顧臺灣民眾的利益，以改善他們對於中共或中國大陸的印象，甚

至希望能增進臺灣民眾對於兩岸統一的支持。「針對臺灣民眾」此一政策思維其實

在胡錦濤發表「胡四點」時就已經有所鋪陳，其第三條就提到「要深入貫徹『寄希

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中央社，2004），這反映出當時中共認知到在陳水扁執

政之下，已經無法透過兩岸官方的任何溝通交流來推動兩岸關係，因此必須轉而訴

諸於臺灣民眾，把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的希望寄託於臺灣人民身上。

這種惠臺政策的內容有針對整體全臺民眾者，也有針對青年、企業、農漁民等

個別群體者。針對整體全臺民眾的有推動直航、開放來臺觀光（包含大陸居民赴臺

自由行）、贈送貓熊給臺灣、奧運聖火來臺方案（耿曙，2009：12）、延長臺灣居

民來往大陸簽注最長有效期為2年等（陳淳斌，2016）。針對臺灣青年則有擴大舉

辦兩岸青年交流、臺生比照陸生收費、承認臺灣學歷、開放專業證照考試資格等、

放寬臺灣學生及其他臺灣居民在大陸就業的相關規定（耿曙，2009：12；耿曙、曾

于蓁，2010：31；陳淳斌，2016）。針對臺灣企業或臺商，則有兩岸醫療合作、

開放包機直航等（耿曙，2009：12）、協助臺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許可臺灣地區

律師事務所在福州廈門試點設立分支機構從事涉臺民事法律諮詢服務、對在大陸的

臺資企業增加貸款額度等（陳淳斌，2016）。針對臺灣農民則有開放水果蔬菜各十

多種零關稅進口、規劃緊急農產採購機制、開放農民赴大陸投資等（耿曙，2009：

12），加強兩岸農業合作平臺建設、大陸增設臺灣農民創業園區、大陸開放進口臺

灣生產大米（陳淳斌，2016），還有以採購團形式來臺灣的大宗採購與定量定向

採購（曾于蓁，2015：105），以及2011年起在臺南縣學甲鎮的虱目魚契作（曾于

蓁，2015：106-108）。這些惠臺政策措施有不少是在中國大陸國臺辦舉辦的海峽

論壇中所宣布的，在十八大舉行之前，海峽論壇從2009年5月開始到2012年6月共舉

2 以上相關條文可參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反分裂國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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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四屆，出臺了許多針對臺灣居民的政策（陳淳斌，2016）。

綜合來看，十八大召開前夕的中共對臺政策在基本方向與原則上並沒有什麼

改變，也就是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而在執行層面上則是軟硬兼施，一方面以

「反分裂國家法」警告臺灣獨立主張，但也訴諸和平統一、兩岸交流，並針對臺灣

民眾提出各種惠臺政策。

參、十八大之後的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

十八大之後兩岸關係與對臺政策的發展先後呈現了兩種面貌，其中的轉捩點是

臺灣於2016年的總統大選後再次政黨輪替，由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以下先就兩

岸關係的發展作一說明。

一、十八大之後的兩岸關係

習近平在2012年11月的十八大上臺時，臺灣方才於3月完成總統選舉，國民黨

的馬英九在這次總統選舉再次勝選贏得連任。馬英九在第二任期中的兩岸政策基本

上乃延續第一任期時的方向及作法，包括主張「不統、不獨、不武」，以及「一個

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另外，延續之前兩岸兩會的八次「江陳會」，

新任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與中國大陸新任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也分別於2013年至2015

年在兩岸舉行了兩岸兩會第九、十、十一次的高層會談及簽署相關協議。3因此整

體而言，十八大之後到2016年5月20日馬英九的第二個總統任期結束前，兩岸關係

的發展如同馬英九的第一任期期間，仍舊維持在一個平穩的局面。不過，在這段期

間的兩岸關係依然有其不同之處。

首先是兩岸官方關係進展更為深入。由於兩岸特殊敏感的政治關係，過去兩

岸的溝通協商等接觸主要是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這兩個被雙方政府分別授權的半官

方機構來進行，不過在馬英九第二任期內，兩岸官方逐漸有了正面乃至於正式的接

3 相關細節可參見大陸委員會，「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專區」；大陸委員會，「兩岸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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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2013年10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於印尼峇里島舉行領袖峰會，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隨同我方領袖代表蕭萬長出席，並

與中國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見面短暫握手寒暄，互以「主委」、「主任」官銜相

稱，乃雙方負責兩岸事務的高層官員的歷史性首次會面（范世平，2015：141）。

2014年2月11日，王郁琦到中國大陸進行首次兩岸部長級官員磋商，以及首次雙方

主管兩岸事務負責人的正式會面，成為第一位以正式官銜訪問大陸的現任部長（范

世平，2015：143）。王、張兩人隨後並同樣於2014年再度會面兩次。當年6月25

日，張志軍訪問臺灣並與王郁琦舉行兩岸事務首長會議。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領袖峰會於北京召開，王郁琦再次隨同蕭萬長出席，並在11月12日與張志軍會面。

兩岸官方最高層級的接觸發生於2015年11月7日，兩岸各自的最高領導人馬英九與

習近平在新加坡見面並進行了會談，這是海峽兩岸自1949年分裂以來雙方最高領導

人的歷史性首次會晤，不僅反映了當時兩岸關係的穩定和平情勢，也標誌了馬英九

在其總統任內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其次，儘管兩岸官方關係在這段期間有極大的進展，這段時間之內的兩岸關係

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或前景看似一片光明，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事件是2014年3月

發生的「318學運」（又稱「太陽花學運」）。兩岸於2010年簽訂ECFA之後，依據

其關於「服務貿易」之條文，於2013年6月21日完成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

「服貿協議」）。同年6月25日立法院朝野協商結果要求服貿協議在生效之前必須

逐條實質審查表決，但是2014年3月17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服貿協議時，主席

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主張比照審查行政命令之規定，在混亂中迅速宣布完成審查，此

舉引發數百名大學生與研究生不滿，經由網路串連於3月18日傍晚集結於立法院外

進行抗議，隨後並衝入立法院佔領議場共計24天之久。學生同意退出立法院的關鍵

在於當時的立法院長王金平向學生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立法之前，不會再

召集關於服貿協議的黨團協商會議（范世平，2015：176-179）。兩岸協議監督條

例在馬英九卸任總統之前（以及到目前本文寫作時的2018年8月為止）一直沒有完

成立法，馬政府力推的服貿協議也因此一直無法完成審查開始生效，這不僅對於當

時全力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及合作的馬政府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挫折，這一事件也完全

擱置了馬英九原本規劃的兩岸經貿合作的進程，使得兩岸關係在經貿合作這一塊領

域的進展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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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6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贏得大選，並於5月20日宣示就任中

華民國第14任總統。她在競選時對於兩岸統獨議題採取了中間路線，主張「維持現

狀」。外界則關注她對於先前馬政府的「九二共識」會採取什麼態度，中國大陸也

呼籲蔡政府能接受「九二共識」。對此，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提及：

1992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

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92年之後，20多年來雙方交

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並在這個

既有的事實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新政府會依據

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兩岸的

兩個執政黨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民。我所講的

既有政治基礎，包含幾個關鍵元素，第一，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

與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這是歷史事實；第二，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第

三，兩岸過去20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第四，臺灣民主原則及普遍

民意。4

蔡英文在就職談話中雖然提到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但是因為

她沒有明確地說出願意接受「九二共識」，中國大陸因而認為蔡政府對於接受「一

個中國」原則的態度還很模糊。中國大陸國臺辦針對蔡英文的談話發表聲明表示：

在兩岸同胞最關切的兩岸關係性質這根本問題上採模糊態度，沒明確承認

「九二共識」和認同其核心意涵，沒有提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具

體辦法。這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國臺辦與陸委會聯繫溝通機制和海

協會、海基會協商談判機制，均建立在『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之上。只有確

認體現一中原則政治基礎，兩岸制度化交往才得以延續」（藍孝威、楊家

鑫，2016）。

4 相關談話可參見大陸委員會，「總統兩岸政策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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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聲明暗示中國大陸將再次中斷從馬政府上臺後兩岸所恢復的官方溝通管

道。果然蔡政府上臺之後，陸委會與國臺辦的負責人不再有任何互動，雙方在2015

年年底建立的熱線聯繫也中斷（一般報導，2016），甚至連屬於半官方的海基會與

海協會的溝通也陷於停擺，海協會對於海基會的照會查詢等一概沒有回覆，彼此聯

繫管道因此切斷。由於蔡政府持續堅持不接受「九二共識」的立場，在本文撰寫時

的2018年8月，兩岸的官方聯繫仍然沒有回復的跡象。

儘管蔡英文政府上臺迄今兩岸的官方關係中斷，不過這段期間的兩岸關係可

以「大致平穩，但略有摩擦」來形容。一方面，這段時期海峽兩岸的關係並沒有像

民進黨首次執政時，亦即陳水扁政府時期那樣波濤洶湧及緊繃，而是大致維持一

個冷淡中帶著平穩的局面，這主要是蔡英文並沒有像陳水扁那樣採取刺激或挑釁中

國大陸的言行或政策，例如說出「一邊一國」，以及推動公民投票運動。她在2016

年10月4日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說到，她「維持現狀」的承諾不變，善意也

不變；「我們不會在壓力之下屈服」，「我們不想、不願意、也不會走到對抗的老

路上去」（崔慈悌，2016a）。幾天後她在雙十節的國慶談話中也再次提到「我們

的立場仍然一致而堅定，承諾不會改變、善意不會改變、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更不

會走回對抗的老路，這是我們對『維持現狀』的基本態度」（崔慈悌，2016b）。

2017年10月26日，她在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的致詞中再次提及「維持兩

岸和平穩定與發展是最高共識，『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老路、也不

會在壓力下屈服」是我們處理兩岸關係一貫不變的原則」（李文輝，2017）。2018

年5月22日她對於中國大陸打壓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表達不滿，儘管如此，

她仍舊提到「我們對兩岸關係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但是

也不會在壓力底下屈服」（崔慈悌，2018a）。這些談話除表明她不會屈服於對岸

的壓力之外，也指出她並無意採取對抗性的政策來面對中國大陸。由於沒有像陳水

扁時期那樣針對中國大陸採取高度對抗性的政策，迄今蔡政府任內的兩岸關係也就

沒有出現激烈的起伏變化。

不過在另一方面，蔡政府時期兩岸也偶爾會有言語上的交鋒摩擦。其中一種

情形是中國大陸對於臺獨言論的批判，例如2017年9月，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立法院

答詢時表示他是「一個主張臺獨的政治工作者，不管擔任哪一個職務，都不會改

變。」他又重申他是一個「主張臺獨的務實政治工作者」，並說「我們是主權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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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叫中華民國，兩岸並不互相隸屬，這就是目前真正的關係」（周思宇、陳彥

宇、周毓翔，2017）。這一談話之後引起國臺辦的批評，表示「臺灣從來就不是

一個國家，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搞臺獨分裂必將自食惡果」（陳柏廷，

2017）。2018年4月初，中國大陸再度發動媒體，包括《環球時報》、《人民日

報》海外版、新華社等，以及透過國臺辦的發言，針對賴清德當時又提出的一些臺

獨相關言論進行批判（楊家鑫、張理國，2018；陳柏廷，2018a）。

還有一種情形是中國大陸對於臺灣與美國雙邊關係進展有所不滿，進而批判

蔡政府。例如2017年12月11日蔡英文總統在會見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莫健時表示臺灣

能為美國的「印太戰略」做出貢獻，對此國臺辦批評蔡政府是「挾洋自重，刷存

在感」（藍孝威，2017）。又如美國眾議院於2018年1月9日通過「臺灣旅行法」

後，國臺辦強硬表示「奉勸臺灣方面不要挾洋自重，以免引火燒身」（楊家鑫，

2018）。另外，蔡英文在2018年6月25日接受法新社專訪時呼籲國際社會為了維護

民主自由而一起制約中國，國臺辦也批評蔡英文「企圖挾洋自重，進一步升高兩岸

對抗」（藍孝威、陳建瑜，2018）。此外，在2018年8月13日美國總統川普（Don-

ald J. Trump）簽署了《2019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內容包括支持對臺防禦性武

器軍售、美臺聯合軍演及增進雙方交流等，國臺辦對此除表示堅決反對美國與臺灣

進行任何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也「正告民進黨當局，挾洋自重必將損害臺灣民眾

利益」（陳柏廷，2018b）。在以上這些事件中，中國大陸都用了「挾洋自重」一

詞批評蔡政府。

另一種兩岸交鋒情況是中國大陸採取了一些間接或直接針對臺灣的強硬作為

（後文有關於中國大陸此時期對臺政策的部分會再詳述），而其中某些作為引起

蔡政府的不滿與反彈。例如2018年1月4日，大陸民航局宣布啟用M503北上航路及

W121、122、123航路，陸委會基於雙方飛行安全疑慮向陸方抗議並要求立即停用

相關航路，但國臺辦回應啟用此航路「本無需與臺方溝通」（楊家鑫、陳柏廷、呂

昭隆，2018）。1月7日，蔡英文總統譴責中國大陸此舉不僅嚴重影響區域安全與飛

安，更構成對臺灣政治和軍事上的威脅和挑釁行為，衝擊區域安全與穩定，「類似

不恰當作為，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崔慈悌，2018b）。另外一個案例是，多明尼

加在2018年5月初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國大陸建交；隨後不久，臺灣在非洲僅剩

的兩個邦交國之一的布吉納法索也在5月24日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並不久即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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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建交，成為蔡政府上任後第四個斷交的國家，這讓蔡英文總統批評中國是在玩

弄金錢外交，並以強硬的措辭聲明「中國這些去我國主權化的蠻橫作為，已挑戰臺

灣社會底線，我們不會再忍讓」（周毓翔、曾薏蘋、鄭舲，2018）。陸委會也批評

中國大陸在不到一個月內連續強奪我方兩個邦交國，並表示「對於北京當局一再對

臺刻意挑釁與粗暴打壓，我們不會坐視隱忍。」另外也提出反制措施，表明「政府

未來將針對陸方各級政府官員及相關人士來臺嚴格審查，防範中共藉機在臺統戰分

化、擾亂社會安定」（羅印冲，2018）。而在2018年8月21日，蔡英文總統剛訪問

完中南美洲回國的次日，薩爾瓦多也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和中國大陸建交，蔡總

統對此表示「以中華民國（臺灣）之名的外交關係被破壞，就是挑戰我們共同的底

線！壓迫我們的邦交國，以跟中華民國（臺灣）斷交為建交的前提，就是對我國主

權的侵犯」（林河名，2018）。

從上面兩岸多次言語交鋒的敘述可以瞭解，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臺後兩岸雖未

出現劍拔弩張的緊張局面，但一些事件的發生也導致雙方在言語上互相指責，氣氛

並不融洽。

二、十八大之後的中共對臺政策

在談完十八大之後兩岸關係的發展之後，以下接著來看十八大之後中共的對臺

政策。在十八大之後，中共對臺政策的原則與方向並沒有改變；而屬於執行層面的

作法上，「軟」的部分依舊延續先前的惠臺政策，希望爭取臺灣民眾的人心，不

過在「硬」的部分，則是在蔡英文上臺之後明顯加大了力道，要給予蔡政府更大的

壓力。

首先，中共對臺政策的原則與方向並沒有改變。一方面，胡錦濤在十八大的政

治報告中提到關於臺灣的部分，仍然延續之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一個中

國原則」、「反對臺獨」等大方向。他的說法等於為接下來上臺的習近平的對臺政

策定調。他提到：

和平統一最符合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實現和平統一首

先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須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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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臺獨」、堅持「九二

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

異。對臺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臺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

他們交往、對話、合作。……我們堅決反對「臺獨」分裂圖謀。中國人民絕

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以任何方式把臺灣從祖國分割出去。「臺獨」分裂行

徑損害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必然走向澈底失敗」（一般報導，2012）。

另一方面，習近平接班後的初期在對臺工作上基本上是「胡規習隨」，亦即依

循胡錦濤時期的政策方向與作法。2013年2月25日習近平接見了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這是他接班後首次正式接見臺灣政治人物。他在會談中提到，

「繼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是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

的責任。……只要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兩岸各領域合作前景就是寬廣和光明

的。」他也提到「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事實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王銘義，

2013）。同年4月8日，習近平在博鰲論壇期間與臺灣方面代表前副總統蕭萬長會

面，他也保證對臺灣的大政方針將有延續性，各項行之有效的政策會繼續推動（李

明賢、藍孝威，2013）。從這些談話可看出習近平接班初期對臺政策的大方向仍是

「和平統一」、「一個中國」等基本原則，與過去相較並無突破之處（范世平，

2015：126-128；134），這也反映了他向蕭萬長提到的對臺政策的延續性。

習近平接班後在對臺工作上的「胡規習隨」也表現在延續胡錦濤時期的對臺

政策，也就是對臺政策中屬於「軟」的部分依舊持續推動。在2013年6月的第五屆

海峽論壇上，中國大陸推出了三十一項對臺政策，包括增加十一個省可為在大陸的

臺灣民眾換發或補發臺胞證、新增十三個大陸居民赴臺自由行試點城市、向臺灣民

眾開放十類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支持在大陸大學畢業的臺生自主創業等（陳言

喬，2013）。2014年3月臺灣發生太陽花學運後，中國大陸意識到過去忽略了臺灣

青年以及沒有從兩岸交流中獲得利益的中小企業與基層民眾的想法，於是提出了

「三中一青」的對臺工作重點，希望照顧到臺灣的中小企業、中低收入者、中南

部、還有青年（李英明、高順德，2014）。在2014年6月的第六屆海峽論壇，中國

大陸宣布新的對臺政策，包括平潭綜合實驗區企業所得稅優惠、在平潭綜合實驗區

創新兩岸合作的土地開發模式、在福建省試行擴大臺灣地區投資者文化市場准入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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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泉州晉江機場設立口岸臺胞簽注點等（一般報導，2014）。在2015年6月第

七屆海峽論壇，中國大陸出臺的對臺政策包括對臺胞來往大陸免予簽注及適時實行

卡式臺胞證、福建省以九項措施鼓勵臺灣青年前來創業就業、兩岸青創基地正式成

立搭建創業平臺、批准進口臺灣中藥材以助推其登陸、提高福建省臺創業園補貼標

準、陸企設立億元創業基金支持臺灣青年登陸創業等（一般報導，2015）。

而在2016年5月蔡英文政府執政後兩岸官方關係雖然倒退，某些原有的惠臺措

施也有停滯跡象（例如陸客來臺人數減少）甚或終止（例如臺南虱目魚契作不再進

行），5不過中國大陸以臺灣民眾為目標的「惠臺政策」整體而言並未因而停頓，

而且在方向上更加強調吸引臺灣民眾前往大陸就業或就學。2017年3月，中國大陸

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全國政協會議開幕時曾提及「加強與臺灣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交

往交流，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其談話代表中共「惠臺政策」重點將

由先前的「三中一青」轉為意涵更廣的「一代一線」（臺灣的青年一代與基層一

線）（楊家鑫、藍孝威，2017）。5月10日，國臺辦宣布新增開放臺灣居民在大陸

事業單位就業試點地區，臺灣居民可在試點地區大專院校、公立醫院等單位就業

（蔡浩祥、藍孝威，2017）。在同年6月的第九屆海峽論壇中，中國大陸推出多項

惠臺措施，包括臺灣民眾在大陸就業後可參加住房公積金繳存以取得購屋和租屋所

需之低利資金；在大陸居住就業和就學的臺灣民眾可以參加當地社會保險；未就學

及未就業的臺灣民眾亦可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未來臺籍人士在大陸辦理信

用卡除年齡限制外其他核准條件與大陸公民相同等（王偉力，2017）。

上述這些措施顯示，在「軟」的部分上，中共對臺政策內涵也逐漸轉為強調經

濟社會融合與同等待遇。習近平於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工作報告中，除提及「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一

般報導，2017），就也承諾將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

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以促進兩岸的心靈契合（蔡浩祥，2017）。

2018年2月28日，國臺辦公佈了新一波的三十一項對臺措施，分別包括加快給

予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以及逐步為在陸臺灣民眾提供與大陸公民同等

的待遇。前者包括臺商參與「中國製造二○二五」行動計畫並享受稅收優惠政策、

5 虱目魚契作在2016年4月初確定不再實施，見莊曜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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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百分之十五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

源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開放臺商公平參與政府採購、可透過合資合作或併購

重組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後者則包含向臺灣民眾開放一百三十

四項國家職業資格考試、臺灣民眾可申請參與「千人計畫」和「萬人計畫」及包括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多項基金、可加入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可參與大陸扶貧

公益等基層工作。另外，臺灣人士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可不受

數量限制，也放寬兩岸合拍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員比例與大陸元素及投資比例等限

制。此外，中國大陸也將放寬大陸醫師考試規定，臺灣民眾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者可

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可重新辦理註冊。而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試者可申請證券

期貨基金從業資格。而針對臺灣的大學教師，則鼓勵他們至大陸任教，在臺學術成

果可予以採納（李仲維，2018）。6另外在2018年8月16日，國臺辦暨公安部、港澳

辦宣布9月1日將推出《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凡在大陸居住半年以上

且有合法穩定就業、住宿、連續就讀等條件之一的港澳臺居民皆可申請，而持臺灣

居民居住證可享受與大陸民眾同等之待遇，包括國家和居住地提供的社會保險等三

權利、義務教育等六基本公共服務、和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等九項便利，且無須具有

大陸戶籍，也不需要放棄臺灣戶籍（陳君碩、林勁傑，2018）。

雖然中國大陸在蔡英文政府上臺後仍持續「軟」的對臺政策，但是由於蔡英

文總統沒有明確表示接受「九二共識」，中國大陸也分別從國際外交與軍力展現等

方面來施壓蔡政府，這構成了這段時期對臺政策裡「硬」的部分。在國際外交方

面，中國大陸的作法包括圍堵限縮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空間，以及挖走臺灣的邦交

國。前者主要是阻止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或舉辦國際活動，例如臺灣在馬政府執政期

間經由與中國大陸協商，而得以「中華臺北」為名，以觀察員身份參加2009至2015

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2016年5月底蔡政府剛上臺時雖然也得以參加，但從

2017年起就因中國大陸干預而不再收到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邀請函。另外，在2013

年9月馬政府時期臺灣也得以「中華臺北民航局」的名稱，以受邀貴賓身份參加每

6 對此陸委會於2018年9月6日公布「壯大臺灣八大策略－因應中國大陸對臺31項措施」實施成果報
告，並於記者會中就陸方「對臺31項措施」及其後續作為進行研析。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於發布
「對臺31項措施」後，迄今共公布36項實施辦法或配套作法，惟其本質仍為「名為惠臺，實則利
中」，企圖從臺灣引進人才、資本和技術，協助解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所遭遇的困難。見大陸委

員會，「陸委會公布『壯大臺灣八大策略－因應中國大陸對臺31項措施』實施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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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次的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但三年後的2016年9月，在中國大陸反對

之下，蔡政府就沒有收到參加邀請函。7而在2016年臺灣也嘗試申請以觀察員身份

參與當年11月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大會，但是也因中國大陸的阻撓而無

法出席（楊孟立、曾薏蘋、林郁平、楊家鑫，2016）。至於阻止臺灣舉辦國際活動

的一個例子是，2018年7月24日東亞奧會在中國大陸主導下決定取消預計2019年由

臺中市主辦的東亞青年運動會（一般報導，2018a）。在挖走臺灣的邦交國方面，

由於臺灣在馬英九政府時期實行「外交休兵」政策，在兩岸關係友好的氛圍中與中

國大陸達成了不互相爭奪對方邦交國的默契，因此除了在2013年11月甘比亞宣布與

臺灣斷交之外，8並沒有其他邦交國再與臺灣斷交。不過在馬政府下臺、蔡政府上

臺後，中國大陸就不再遵守外交休兵的默契，開始運作臺灣的邦交國與臺灣斷交並

與中國大陸建交，這包括了2016年12月的聖多美普林西比、2017年6月的巴拿馬、

2018年5月的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以及2018年8月的薩爾瓦多。這五個國家的斷

交使臺灣的邦交國僅餘十七個國家。

除了限縮臺灣在國際與外交的空間之外，中國大陸也以展現軍事力量的方式

來給予蔡政府壓力。最常見的是中國大陸的軍機繞臺灣飛行，其方向或從宮古海

峽出海至西太平洋南下，經巴士海峽飛回大陸，或者相反方向，或者雙向同時進

行。而蔡政府上臺後至2018年4月，中國大陸軍機繞臺次數至少有29次（一般報

導，2018b）。在軍機繞臺之外，中國大陸也派出軍艦繞臺，從2016年5月至2018年

6月共計有三次，第三次甚至在臺灣周邊外海滯留一週以上，還進行了直昇機起降

演練（程嘉文，2018）。而明顯針對臺灣的軍事演習在這段期間較為少見，9不過

2018年4月，解放軍在福建泉州外海實彈軍演，中國大陸中央電視臺引用國臺辦主

任劉結一的話點名行政院長賴清德，並說「實彈演習，臺灣的賴清德們，聽懂了

7 據外國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去函ICAO及各會員國，表示因蔡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與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所以中國大陸不同意臺灣參與此次大會。見楊家鑫（2016）。

8 甘比亞雖在2013年11月與臺灣斷交，但直到2016年3月中國大陸才與它建交。國臺辦也在中甘兩國
建交時私下強調2013年甘比亞與臺灣斷交並非中國策動，且中國也遲未回應其建交要求，因此這
次與甘比亞建交「不是挖臺方牆腳」，馬政府卸任前也不會有挖臺灣邦交國的情況發生。見陳慧

萍、陳伃軒、王寓中（2016）。
9 2017年7月30日習近平在解放軍八一建軍90周年前夕於內蒙古朱日和基地大閱兵，在中央電視臺的
報導畫面中出現了類似臺灣總統府建築的畫面，因而有論者認為此閱兵乃針對臺灣。參見林永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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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其發言說明了此次演習具有警告賴清德臺獨言論的用意（陳柏廷、呂昭隆，

2018）。

以上的敘述說明了十八大之後中共對臺政策大致乃是延續之前的方向及作法，

不過在蔡英文政府上臺後則顯然從國際外交及軍事等方面來展現對臺強硬的一面。

肆、影響十八大之後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發展的因素

上一節提到，十八大之後的兩岸關係有幾個特點。首先，在2016年5月20日馬

英九的第二個總統任期結束前，兩岸關係仍舊維持在一個平穩的局面，不過兩岸

官方關係逐漸密切，而且太陽花學運暫停了兩岸關係在經貿合作領域的進展。其

次，蔡英文政府上臺後兩岸官方關係停頓，但兩岸關係整體情勢大致穩定，只是臺

北及北京偶有摩擦發生。至於十八大之後的中共對臺政策，在「和平統一」、「一

個中國」、「反對臺獨」等基本原則與方向上並沒有改變；在執行的作法上，除了

依舊延續「軟」的部分，亦即惠臺政策之外，在蔡英文政府上臺之後也明顯增加了

「硬」的部分，包括透過國際外交與軍事展現給予蔡政府壓力。上述這些特點有幾

個地方值得注意。首先，兩岸關係及中共對臺政策並沒有在十八大之後發生什麼變

化，這說明了從中國大陸內部政局的角度來看，十八大的政權交接並未對於兩岸關

係與對臺政策造成明顯的改變。其次，兩岸關係及中共對臺政策的變化明顯出現在

蔡英文政府上臺後，這指出了臺灣政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再次，馬政府時期兩

岸官方關係逐漸密切，但是發生了太陽花學運，這表示臺灣內部對於兩岸政策路線

存在著南轅北轍的立場。最後，在蔡政府時期的兩岸摩擦中，上節曾提及其中一個

原因是中國大陸對於臺灣與美國雙邊關係進展有所不滿，進而批判蔡政府，這反映

出美國依然在兩岸關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以下將分別從中國大陸內部政

局、臺灣內部政局、以及美國這三者切入，討論十八大之後影響兩岸關係與對臺政

策發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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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內部政局

首先從中國大陸內部政局的層次來討論。一方面，中國大陸內部政治情況可

以說明十八大後中共對臺政策的延續性。從領導人的角度來看，習近平在十八大上

臺後所面對的事務不出內部、國際、以及兩岸這三者。在內部，習近平面對的是政

敵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的貪腐及對他權力的挑戰；10在國際上，習近平則

要處理中國崛起後美國、日本等對它的制衡，例如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政

府的「重返亞洲」戰略，以及美日安保聯盟的強化等。由於內部的貪腐、權力鞏固

等問題與挑戰，以及國際上與美、日等國之間的競合更趨複雜，習近平執政初期的

重心主要是放在內政與外交，對內著重於集中權力，對外則採取強硬外交路線，而

當時相對穩定的臺灣海峽情勢並非急需處理的問題（范世平，2015：63-64）。此

外，臺灣在2008年5月由馬英九執政後，兩岸關係趨於和緩穩定且交流更為密切，

加上2012年馬英九順利連任，這可詮釋為胡錦濤時期的兩岸政策相當成功，所以對

接班的習近平而言並沒有必要針對對臺政策作太大的改變（范世平，2015：64；王

高成，2013）。因此，習近平接班後的初期在對臺工作上基本上是「胡規習隨」，

亦即延續胡錦濤時期的方向與作法。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內部政局的發展對於未來中共對臺政策及兩岸關係會產生

什麼影響，也值得加以關注。例如2018年3月兩會召開時，全國人大通過修憲廢除

了國家主席僅能做兩任的限制，為習近平將來得以繼續連任提供了憲法依據，此舉

被視為是習近平進一步掌握大權的象徵。而習近平的集權是否對於對臺政策會產生

影響？是否習近平會因此對於維護中國領土完整更具有使命感，而把收回臺灣放上

日程表，準備加速統一的進程？或者他的長期執政，恰好可以延緩統一臺灣的急迫

性？儘管目前各界對此的看法也都沒有定論（江禹嬋，2018），這仍然是一個必須

留意的問題。

還有一個可能影響中共對臺政策的中國大陸內部因素是對於臺灣問題的民族主

義情緒。在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裡，一般民眾的意見雖然無法左右最高決策者的政

10 甚至有媒體報導習近平曾遭到多次的暗殺，若相關報導為真，則顯示他在接班初期的權力地位並
不穩固。參見李蕓（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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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但是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卻可以讓政府無法忽視，這在過去的例子有1999年美

國導彈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中國大陸民眾反美情緒立即高漲，以及2012

年日本政府將釣魚臺群島國有化後引爆中國大陸激烈的反日浪潮。前者導致美國駐

北京大使館被民眾攻擊到幾乎斷垣殘壁體無完膚，後者則有日資百貨公司、商店工

廠等被民眾打砸破壞甚至被迫歇業，這說明了中共當局對於人民高漲的民族主義情

緒也無法完全予以壓抑，甚至有可能是故意放縱或從中操控。吾人並不能排除同樣

的民族主義情緒發生在臺灣問題上的可能性，尤其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網民一直存在

著「武統」（以武力統一）臺灣的聲音，例如《環球時報》在2016年4月底（亦即

蔡政府即將上臺前夕）的一份線上民調就顯示有97%的受訪者認為臺灣是中國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而有高達85.1%的受訪者支持以武力統一臺灣（陳君碩，2016）；

而在2017年年底時也有中國大陸網民列出十條紅線，指臺灣任何勢力當政若敢踩

這十條紅線，大陸民眾就會要求政府啟動「反分裂國家法」武統臺灣（黃麗蓉，

2017）。未來這類言論是否會繼續存在或者呼聲更大，而中共當局又會如何反應，

也有必要繼續觀察。

二、臺灣內部政局

接著則從臺灣內部政局的層面來加以討論。毫無疑問地，臺灣內部政局的發

展對於兩岸關係及中共對臺政策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例如范世平解釋習近平上臺

後在對臺政策上未作改變的另一原因乃與臺灣政情有關：由於臺灣對於兩岸政治談

判有所顧忌，中共在對臺政策上要進一步推進到政治議題的討論有其困難。此外，

臺灣在2014年底要進行五都首長及縣市長選舉，為了避免兩岸議題在選舉中產生負

面作用，對臺工作上採取「一動不如一靜」的策略對中共而言會是比較穩當的作法

（范世平，2015：66）。他的說法基本上已經觸及臺灣政局影響兩岸關係與中共對

臺政策的兩個重要因素，也就是臺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進程難有共識，以及臺灣

的選舉。

首先，臺灣內部伴隨著民主化而來的國家認同分歧已經存在二十多年且至今仍

無消退的跡象。對於臺灣未來究竟要與中國大陸統一，還是獨立自成一個國家，以

及對於是否應該與中國大陸有更為密切的交往，具有不同國家認同的民眾、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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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各自有其立場。其中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泛藍陣營政黨及其支持群眾偏向主

張未來與中國大陸統一，並且應密切與中國大陸進行各種交流。相對地，民進黨、

時代力量、臺灣團結聯盟等泛綠陣營政黨及其支持者則傾向臺灣獨立，並且對於與

中國大陸的交流抱持保守態度。這種起於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差異與對立，使得臺

灣內部政黨與民眾之間對於與中國大陸相關的議題很難形成交集，任何的辯論也幾

乎無法產生共識。而透過以下要討論的選舉因素，由不同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兩岸政

策，也隨著執政黨的輪替而每隔一陣時期交互替換。

其次，選舉在臺灣民主化之後已經變成了一種常態活動，但是選舉對於兩岸關

係的影響也非常明顯，尤其是1996年以來歷次總統大選的影響。這除了候選人或相

關政治人物可能在選舉來臨前以挑釁中國大陸的言論或行動來動員選民的支持（關

弘昌，2009），也包括選舉結果會影響兩岸政策的調整與否，進而影響兩岸關係。

例如2012年國民黨獲勝，馬英九得以連任並繼續既有的兩岸政策，原有的兩岸關係

得以持續；不過在2016年民進黨勝選，蔡英文上臺後就採取新的兩岸政策，但因

不符合中國大陸期待，遂使中共改變對臺政策，加大了對臺政策中「硬」的部分，

進而也使兩岸關係出現變化。由於影響總統選舉成敗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執政黨對

於兩岸關係的處理、對外關係成果、內政表現、甚至政治人物個人或家族有無違法

等，以及在野黨是否有足夠實力，包括候選人的條件及政策等，因此很難說哪一個

政黨一定會勝選。所以不論是支持「九二共識」的國民黨或反對「一中框架」的民

進黨，都可能在某次總統大選中贏得選舉；而在下一次的總統選舉時它或者勝選而

繼續執政，或者敗選而政權輪替。這種情況不僅使臺灣的兩岸政策方向可能每過一

段時間就會改弦易轍，也間接造成了兩岸關係的一種不確定性。因此吾人可以預

見，未來臺灣每一次的總統大選結果對於兩岸關係仍然會有關鍵性的影響。

再其次，類似中國大陸民眾對於臺灣的民族主義情緒，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

的看法或情緒也是一個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的發生，反映

了臺灣內部一部分的公民社會對於當時馬英九政府與中國大陸密切交往的兩岸政策

感到不滿，而其中有許多是所謂「反中」（亦即不喜歡、反對中國大陸）的民眾。

這些「反中」的聲音透過太陽花學運中對立法院的佔領以及立法院外群眾的集會而

呈現，進而阻止了當時「兩岸服貿協議」的審議，以及馬政府後續各項兩岸經濟交

流計畫，其影響相當明顯。臺灣民眾「反中」的原因可能來自於本身原來即支持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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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獨立，也可能是因為厭惡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上對於臺灣的長期打壓。不過，

不管原因為何，在臺灣的民主體制之下，不論是哪一個政黨或政治人物執政，都

不能忽視存在臺灣公民社會裡的這股「反中」聲音；而在面對這一聲音時執政黨

要如何拿捏其兩岸政策的制訂，也將會是一大挑戰。目前的蔡英文政府或可以運用

此一民間「反中」的聲音支持其與中國大陸疏離的兩岸政策，但未來若由國民黨

或主張「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執政，這股聲音就會是他們必須面對並適當處理的

議題。

另外，同樣與民眾相關的一個因素是臺灣民眾的統獨態度。在統獨問題上，

一般民調都顯示大多數的臺灣民眾乃支持維持現狀，例如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

資料顯示，從大約2000年以後，臺灣民眾支持維持現狀的比例（包括「永遠維持現

狀」與「先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一直有50%以上，11此一民意趨勢顯然影響

了馬英九時期的「不統、不獨、不武」與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宣示。過半數臺灣

民眾支持維持現狀可能是因為臺灣獨立會導致中共武力犯臺，也可能是由於兩岸條

件差異太大不適合統一。在這兩種情況短期之內沒有可能改變的情形下，「維持現

狀」的選項也將持續獲得大多數臺灣民眾的支持，並影響朝野政治人物的兩岸政策

立場。

三、美國因素

最後則從美國的因素來討論。美國在兩岸關係中是一個最重要的第三國；作

為亞太區域秩序的穩定者，維持臺海地區的和平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而多年以來美國也一直秉持著「三公報」（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及

「一法」（臺灣關係法）所揭櫫的「一個中國」政策及「協助臺灣防衛中國大陸的

武力侵犯」等原則，扮演著臺海區域秩序管理者的角色，並針對中國大陸對於臺灣

的軍事威脅或臺灣傾向獨立的言行予以干預。例如1996年中共飛彈演習引起臺海危

機，當時的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臺灣附近海

域嚇阻解放軍可能的進一步動作；2000年被認為主張臺灣獨立的陳水扁當選總統，

11 相關資訊參見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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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介入下於就職典禮上發表了「四不一沒有」的主張；2003年年底當陳水扁

以公民投票運動來競選連任時，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白宮當著來

訪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的面說「我們反對任何旨在改變現狀的單方面的決定，不論來

自中國或臺灣。臺灣領導人近來說的話及採取的行動，說明他可能會希望單方面改

變現狀，這也是美國反對的」（一般報導，2003）。2006年春節陳水扁宣布廢除國

統綱領與國統會，後來在美國干涉下改用「終止運作」而非「廢除」（江慧真、林

淑玲，2006）。2007年年底，陳水扁推動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投票運動，

被美國視為改變臺海現狀的舉動，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年終記者會

上主動公開批評以臺灣之名入聯是挑釁之舉，不必要的升高臺海緊張情勢（劉屏、

江慧真，2007）。

由於李登輝執政後期與陳水扁政府時期的兩岸關係有較多的波折起伏，美國

這一臺海秩序維護者的角色在當時相當明顯。不過在2008年5月至2016年5月馬英九

政府時期，因為兩岸關係趨於和緩，美國在臺海事務上也比較沒有著墨太多，這是

2012年十八大舉行前後美國在兩岸議題上涉入的情況。可以說美國基本上類似一個

臺海議題的遊戲規則制訂者，以「三公報」與「一法」為臺灣及中國大陸各自劃定

了行為規範，只要雙方不跨越紅線而導致臺海現狀可能被改變，美國就不會涉入其

中。所以在十八大前後，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並不明顯，就像一場球員沒有犯

規的球賽的裁判一樣，默默在旁注視著賽局而未吹哨介入，所以對於當時兩岸關係

的發展並沒有造成顯著的影響。

而2016年5月蔡英文上臺後，如同前文所提到，儘管兩岸偶有摩擦，但臺海情

勢大致上還算平穩，因此美國基本上依舊扮演著這位默默旁觀臺海局勢的裁判者角

色。不過，隨著2016年11月川普當選總統並於2017年1月就任，美國的角色似乎出

現了變化。2016年12月3日，蔡英文與商人出身的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通電話，是

臺美斷交後首次有元首層級的通話，但之後有論者質疑臺灣會被美國當棋子或籌碼

利用，以向中國換取更多利益談判的空間（呂伊萱，2016）。隨著川普上任後美、

中、臺三方互動情勢的變化，這一觀點似乎也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支持。首先，美、

中之間的競爭有日漸激烈之趨勢。在軍事方面，2017年起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南海有

多次的軍力展演，互相耀武揚威以競逐南海區域的影響力。在經濟方面，川普於

2018年春天開始對中國大陸祭出懲罰性關稅，開啟了兩國之間多回合的貿易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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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這段時間美國對臺灣也展現了不少友好舉動，例如2017年7月川普政府首次對

臺軍售；同年12月川普簽署了「2018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其中包含有對美國

行政部門不具強制力的條款，包括邀請臺灣參與紅旗軍演及考慮重啟美臺海軍軍艦

相互訪問停靠的可行性與可能性（江靜玲，2017）。2018年3月，川普簽署了允許

美、臺雙方高階官員互訪的「臺灣旅行法」，同年8月也簽署了「2019會計年度國

防授權法案」，內容包含強化美臺國防及安全合作、支持臺灣發展現代化且足以自

衛的國防力量等不具強制力的內容（施施，2018）。而當薩爾瓦多在2018年8月21

日與中國大陸建交後，美國國務院及白宮都罕見地發出聲明對此表示關切，並且提

到要重新審視與薩爾瓦多的關係（施施、陳柏廷，2018；鄭崇生，2018）。在美、

中競爭關係加劇之際，川普政府對臺灣屢屢展現上述友好的舉動，頗有利用臺灣來

向中國大陸施加壓力之意味。若美方盤算真是如此，則也不能排除當美、中達成妥

協後，臺灣就失去利用價值的可能性。這是為何論者警告臺灣會變成美國的棋子或

籌碼的原因。

在上述情形當中，美國並不是以一個裁判的身份對兩岸之一的違規行為進行警

告，而是變成了球賽中的第三個球員，並且想要運用臺灣來對抗中國大陸。美國得

以運用此種方式介入兩岸關係，當然是因為蔡英文政府與中國大陸關係不佳所形成

的機會，但是這同時也可能會造成中國大陸更為不滿臺灣靠攏美國，進而減少了兩

岸關係獲得改善的機會。

伍、結語：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的可能走向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瞭解，中國大陸政局發展對於兩岸關係及中共對臺政策的

影響並不顯著，十八大的舉行並沒有對這兩者產生明顯影響，而即使在2017年10月

舉行的十九大，習近平在政治報告中關於兩岸的部分也仍舊提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一般報導，2017），顯示其對臺基本方

針並未有所改變。不過該政治報告中也承諾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

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促進心靈契合，顯示在太陽花學運後，中共

對臺政策內涵轉為強調經濟社會融合與同等待遇。



322

中國大陸研究專書

美國在十八大以來的這段時期基本上也沒有太大地涉入兩岸事務。從2008年

馬政府上臺後兩岸關係趨於穩定，美國就鮮少介入兩岸事務。即使蔡英文上任之後

兩岸官方關係停滯，兩岸也沒有發生太大的波折需要美國出面干涉。若兩岸關係維

持這種平穩，則美國應該是繼續扮演持續關心但不會介入的角色。不過川普政府在

美、中競爭加劇，且兩岸官方關係不佳時對臺灣展現友好動作，是否要以臺灣作為

應對中國大陸的籌碼，值得予以關注。

反而是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臺後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都出現變化，這說明

了臺灣政局是主要的影響因素。其中尤其是總統選舉結果是由哪一個政黨當選，對

於臺灣的兩岸政策方向有極大的關鍵影響，而這又會牽動中國大陸在對臺政策作法

上的調整。因此，未來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的可能走向，有很大一部分將由臺

灣政局的發展所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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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在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的方向之後，以「十九號文件」為基礎的新宗

教政策翻轉了毛澤東自五○年代以來試圖以黨機器壟斷所有獨立社會力量的極左路

線，無論是江澤民的「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適應觀」、胡錦

濤的「依法治理宗教事務」的「科學發展觀」，都遵從鄧立下擱置意識型態爭議、

推動「黨政分開」「政社分離」的制度基礎、有限度容忍社會自主力量以齊心發展

經濟為核心的政策大方向。在宗教管理制度上，這個政策大方向的具體呈現就是國

家宗教局的建立與《宗教事務條例》的誕生。但十八大習近平上臺之後，對於包括

宗教在內社會各層面的管控都不斷地加強，十九大之後更先是透過大舉翻修《宗教

事務條例》、強化統戰部職能、近期更把國家宗教局併入黨的統戰部等等作為，這

些看似「創新」的作法都顯示一個重現五○年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制度復古」治

理路線正在出現，這個路線的來源一方面是中國經濟成長之後產生的制度自信，也

可能純粹是派系路線偏好的影響，或者是在最高領導人拒絕西方模式之後缺乏可行

替代方案的無可奈何之舉。無論如何，這個宗教治理上「原教旨主義化」的現象挑

戰與更新了中國研究學界所常用的歷史制度主義的基本假設，同時以復古為創新的

改革路線到底是否可行，這個答案不只是關心宗教者需要注意，更值得所有關心中

國改革進程的人對此更加關注。

關鍵詞：宗教治理、制度復古、原教旨主義化、歷史制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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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2年的十八大標誌著中共領導層與治理策略的重大轉變，自習近平上臺之

後，對於社會各層面的管控都不斷地加強，其中包含對維權律師的逮捕、網絡名人

與公共知識份子言論的壓制、學術與校園言論的強化管理等等，當中對於宗教界人

士的壓迫更是明顯地加強，例如2014年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針對「合法」宗教

場所的大規模宗教迫害，出現強拆教堂十字架、在清真寺升國旗唱國歌、在宗教場

所強迫架設監視器等等作為。與這些內部變化連動的是一連串新的對外政策，在這

段期間新領導人也提出「中國夢」、「一帶一路」、「中美共治太平洋」等等與之

前鄧小平時代定下的「韜光養晦」截然不同的強勢對外政策，在2018年十九屆三中

更打破了鄧立下的政治繼承體制常規，修改憲法去除了任期限制，同時開始進行改

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機構改革。

要如何理解中國大陸這一段時間重大內部與外部政策的變化極為困難，但也

非常重要，本文認為這與中共新領導層採用了一個新的治理路線有關，因為直接訪

問調查領導菁英不太可能，本文論證的焦點將放在底層執行機制的變化，針對十八

大之後到十九大前後有關中國大陸宗教政策與執行相關機制的變化，例如翻修宗教

事務條例、強化統戰部職能、近期把國家宗教局併入黨的統戰部等等作為，透過分

析這些看似「創新」的政策作為，配合對於中共自建政以來治理模式的一個宏觀理

解，本文大膽提出一個「制度復古／回歸」治理路線正在出現的假說。簡而言之，

習近平帶領的新領導層正在試圖重現五○年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模式，並把這個模

式透過現代化的技術與新的政策展現出來。

標榜「復古」以推動「改革」的作法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尤其是推動者面對

強大既得利益者抗拒的時候。例如王莽仿照《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改變幣制、

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周朝井田制；近代康有為「托古改制」，在《孔

子改制考》一書中托言六經都為孔子所著，為後來戊戌變法打下正當性基礎，就是

知名的例子。本文指的「制度復古」與這些例子相同之處都在利用「古制」（黨管

一切）、或「古人」（毛）作為改革正當性的基礎，主要不同在於習近平顯然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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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一般政治上的弱勢執行者，習之前的領導人也從未從意識型態上完全背離過

這些馬列毛鄧等「古制」或「古人」，所以這種復古的制度調整相對來說不需要大

張旗鼓地宣示自己是復古或是真正的向古制看齊，而是標榜古制某一重要的部分，

用以彰顯這種黨在追求回歸原始初衷的一種政治認同。

這個追求制度上的復古以強化某種特定政治認同的行為，如果利用宗教學的

語言來說就是走向「原教旨主義化」（fundamentalization）。例如馬丁路德《九十

五條論綱》（1517）的神學觀點創造了全新的基督教典範，但支持他觀點的人並不

說他們正在創造一個新的教會，而是強調這是回歸聖經原本的教義、去除羅馬天主

教廷所訂下的「教會法」（canon law）、包含等級制度與贖罪卷等等不合理的規

定。1 此後歷史上新的基督教派通常高舉某種特定的制度型態（例如施浸的方式）

以符合他們認知中、耶穌基督在世時教會的風格，用來宣揚自己是「回歸的」、

「初代的」、「真正的」的傳人，但卻在其它教義、儀式、建築風格、聚會形式

等等治理細節上不斷地創新。2 如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可以類比成一個「信

仰」，習近平也可以說是這種宗教學意義下的原教旨主義者，他高舉馬克思主義的

程度是刻意跟之前縱容社會不公的領導人劃清界線，打貪腐也正是在宣揚自己是一

個關心社會正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2018年高調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一

百七十周年與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講話中不但重複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唯一可行

制度的舊主張，也同時充滿馬克思本人顯然沒說過的治理「創新」：

「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於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思想，

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

黨，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永遠保持共產黨人政治本色」。3

1 他在《論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1520）中才提出著名的「因信稱義」的概
念，意即每個人都可以因為相信基督的教義而成為基督徒，不需要教廷或任何機構的認可。有關

馬丁路德對基督教的影響可見林鴻信（2004）。
2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本土神學家創造出來、且在臺灣與全球開枝散葉的召會與真耶穌教會，前
者強調恢復早期基督徒的聚會形式，也就是沒有教會的「召會」；後者否定天主教會以來公認

的「父、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學觀，認為真正的耶穌信徒應該只相信「一神觀」。

有關兩者在神學與宣教上對馬丁路德以來的繼承與創新，可以參考郭承天、周復初、蔡彥仁

（2016）。
3 這段期間的「馬克思熱」是證據清楚的。2017年10月25日，十九大閉幕後次日，中國人民大學成
立全國首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隨之加碼成立「習近平



第十一章　中國大陸宗教政策與現況

331

原教旨主義化並不一定會在政策上走「極左」。這個治理模式並沒有當年毛

澤東思想的意識型態背景、或是一個內涵清楚的國家發展大政方針，更沒有當年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夢想。從其形式來看，這個模式的特質更接近一個

以政治認同為核心的制度選擇偏好或「口味」：選擇認同過往的紅色中國路線（雖

然意識型態內涵截然不同）、否定西方文明強調多元與制衡為基礎的價值觀與制度

（雖然接受其經濟論述與階級基礎），這在習近平近日大肆頌揚馬克斯主義的行為

上可以看出一點端倪。這個「復古」不等同於「走毛路線」、或「極端反動主義」

（reactionism），因為過去三十年國家資本主義打下的成功經濟基礎沒有理由被放

棄，因此這個制度上的復古將更以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塑作為最重要的戰場，也就

是揚棄過往鄧小平以降依賴的「貓論」中「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包

容式價值觀；在這個強調紅色認同的新模式中，黑貓就是黑貓，外國勢力的代言人

就是外國勢力的代言人，洋教就是洋教，過去默許甚至鼓勵的民間獨立組織將被進

一步收歸黨管（所謂「宗教中國化」的潛臺詞），或是等著被打壓。

本文將先回顧這一個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源流，尤其是中共剛剛建政到

完全消滅自主社會成份之前、在五○年代所發生的宗教統戰大事。第二部分再對相

關理論進行探討，文獻回顧的焦點將在這個制度復古的理論意義為何、尤其是對學

術圈慣常使用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與中共派系理論等學術觀點進

行對話。本文第三部分將以近期宗教管理政策的變化來初步驗證這個「制度復古」

模式的內涵、意義與可能的問題，同時為這個制度復古策略的來源做一個儘可能最

全面的推測，一方面可能是中國經濟成長之後產生的制度自信，也可能是中國領導

人的派系路線偏好，或者更可能是在拒絕西方模式之後缺乏可行替代方案的無奈之

舉。最後，根據這些有限但深入的案例分析，本文將指出這個假說如果為真，對於

中國研究、宗教研究、人權研究、兩岸關係研究幾個相關的學術討論可能產生的影

響與挑戰又會為何。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一時全國各高校與研究機構紛紛建立類似的組織（吳祚

來，2018；習近平，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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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史回顧：以「愛國隊伍」為核心的治理模式

中共建政之後的五○年代與八○年代之後的對比是相當強烈的；一個重要的參

照點是鄧小平路線與毛澤東路線的差異。毛與鄧在價值觀、意識型態、治理模式與

制度設計上的根本區別是明顯的；這些在學術文獻中已經有清楚的討論，在此不再

贅述（吳安家，1990；陳永發，1998）。在宗教管理的政策上，鄧小平路線的標誌

是黨中央發佈「十九號文件」為基礎的新宗教政策，確立了宗教及其他社會力量可

以被政權容忍以追求國家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這個政策翻轉了毛澤東自五○年代

後期以來試圖以黨機器壟斷所有獨立社會力量的極左路線，自此後無論是江澤民的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適應觀」、胡錦濤的「依法治理宗教

事務」的「科學發展觀」，都遵從鄧立下的這個擱置意識型態爭議、推動「黨政分

開」的制度改革、包容社會力量以齊心發展經濟、以「向錢看」為合作基礎的政策

大方向（陳永發，1998：940-943）。

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看，中共持續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允許社會自主活力以

促進經濟發展，又要維持政治權力的壟斷。為達到這樣矛盾的目的，當代中共的宗

教治理模式顯示出三個重要的特色：一、黨務政務系統合作管理的「雙重設置」治

理體制；二、強調聯絡與交往宗教領袖的「上層交往」模式；三、與以愛國宗教隊

伍為運作核心的「特殊隊伍」（劉澎，2012：106-107）。4 在制度上來說，這個

政策大方向的體現就是國家宗教事務局（1998）的建立與宗教事務條例（2004）的

誕生，而這兩個體制也在習近平時代受到最大的挑戰與改變。

一、三自愛國運動與宗教「特殊隊伍」的建立

黨政並存的「雙重設置」、國家與宗教領袖之間的「上層交往」與愛國宗教

組織的「特殊隊伍」三者構成中共在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不變的制度核心，但這些

4 此段部分內容來自王韻（2015a：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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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其實在五○年代初期，鄧小平、周恩來、陳雲以及其他高層領導人仍能

主導政治時就已經定下基礎，這個基礎一直到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開始鬆動與

毀壞、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後完全終止、直到1982年允許「恢復宗教活動」才

真正重回舞臺。所以習近平的「制度復古」恢復的正是1957年之前的這段「上層交

往」與「特殊隊伍」發揮極大作用的高峰期，而這個愛國宗教隊伍最成功的例子就

是針對基督新教的「三自愛國運動」，與依此而成立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

會」（簡稱「三自會」或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合稱「兩會」）。5

相對於在中國擁有更多信徒的佛教、道教與傳統民間信仰而言，基督教（包含

新教與天主教）被黨機器視為必須優先被「雙重設置」、被「上層交往」與被建立

「特殊隊伍」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其國際化程度高，同時當時在中國境內擁有大量的

社會機構與社會影響力。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是「美北長老教會」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牧師費啟鴻）George Field 

Fitch）的資助下創立於上海；到1914年，天主教已經創辦了震旦、津沽、輔仁三

所大學與8,034所各類學校。在1920年，新教創辦的各級各類學校更達到燕京、東

吳、金陵等14所大學和7,382間各類學校。在1949年以前，基督教會經營的醫院數

量占全國醫院總數的70%（何光滬，2014）。

如何驅逐西方宣教士與西化菁英的社會價值，同時留下這些重要的社會機構

是五○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當務之急，在周恩來領導的統戰系統努力之下，基督新

教中的社會服務團體基督教青年協會（YMCA）是第一個被「上層交往」同時接納

「雙重設置」的群體（Xu, 2004: 111-114）。例如青年協會全國協會出版部主任吳

耀宗，在國共內戰末期就與周恩來聯繫見面，同意以驅逐外國勢力作為新政府保障

教產與教權的交換（任杰，2007：9-17）。吳與一群中層基督教人士於1950年9月

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一文（後稱「三自宣言」），號召

中國基督徒斷絕與海外差會的一切聯繫，擁護中共去建設「新中國下的基督教」。

在1954年第一屆三自愛國會的籌備會議中，25個籌備委員中有12個來自青年協會的

5 「三自」為「自治、自養、自傳」的簡稱。基督教內部要求中國教會「自立」的聲音其實早在二
十世紀初期就已經開始，這些自發性的運動（本色化運動、中華歸主運動等）在1920年代已經有
明顯的成果，且從結果來看1950年代中共主導的「三自運動」也不只是打擊外國差會所建立的教
會，完全與外國差會無關的本土系統如顧仁恩、王明道、倪柝聲的教會也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兩者是顯然不同的（邢福增，2008：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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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而吳也無意外地擔任歷任三自會主席、第一到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

協第一到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被送去勞改、病死於1979

年的改革開放前夕（Yang, 2008: 70-71）。

從社會控制的角度來說，這樣運作愛國宗教隊伍的策略在五○年代無疑是成

功的。在韓戰時期愛國主義的浪潮（三自會原名為「中國基督教會抗美援朝、三自

革新運動委員會」）與中共策動輿論的推波助瀾之下（毛親批人民日報社論），這

批新的教會領導人只花了兩年的時間就讓全國約三分之二的基督新教徒簽署了「三

自宣言」（任杰2007：20）。6 從吳耀宗、丁光訓等人組成的愛國宗教隊伍的眼光

看來，在當時的情勢之下教會必須自清、要與執政黨的敵人劃清界限，維護教權的

急迫性當然大於教友們之間的友誼。1950年10月吳耀宗獲選為當時基督新教唯一的

全國性組織「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副會長職務，利用該會的身份「代表」了全

中國基督徒通過了「三自宣言」。1951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同時刊出《接受

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之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實施辦法》與吳耀宗的文

章《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新階段》，正式開始了這個為期兩年、政治力主導下的「自

發性宗教運動」。他們在全國各地舉辦的「控訴大會」上指責前任的教會與機構領

導人、也就是他們自己的朋友、長官和前輩與外國差會私通、出賣中國的利益，

而這個「造反」的行為獲得中共統戰系統與官媒的全力支援（趙曉陽，2009：48-

52）。

這個控訴運動正是「雙重設置」管理體制的一個雛形：黨機器負責私下策動

與組織愛國宗教隊伍、政府部門負責在公開的政策上鼓勵這個特殊隊伍（也包含懲

罰不合作者）、愛國宗教隊伍「自發地」與前兩者的配合體現了國家政策的正當

性與必要性。例如在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在

北京舉行第一次「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在4月18日下午吳耀宗

主持小組討論時，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崔憲詳等18人首先發難，在兩天中

輪流控訴「帝國主義分子」（英美美籍傳教士），以及「中國基督教敗類」如陳

文淵、梁小初、顧仁恩、朱友漁等人，並在4月24日的人民日報宣傳控訴會議的成

果是「全體代表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嚴厲懲辦這些中國人民的敵人」（人民日報，

6 臺灣與大陸的文獻當然對這段歷史有不同的記述與評價。臺灣的部分請見查時傑（1990，36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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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到1954年7月，北京舉辦「中國基督教全國代表會議」時宣佈成立第一屆

「三自會」，原本多元鬆散的中國基督教社群出現了一個統領18個省市自治區、62

個基督教會和團體、前所未有的愛國宗教體制。在這個黨政雙重設置的體制之內，

吳耀宗等人被選入政治協商會議，成為中共領導之下民主協商體制的重要成員。

五○年代初期三自會帶頭開始的這場宗教運動，目的是在利用當時的反殖民主

義風潮爭奪對宗教組織所有的教會、寺廟、學校、醫院、社福與出版機構等等社會

組織的控制權，要把領導權從原本的菁英手中轉移到「自己人」手中，但這些組織

的合法性、完整性與信仰的內涵仍被大致尊重。7 基督新教在五○年代歷史中的重

要性是因為受到高層交往策略影響的效果良好，成為在其它宗教與社會群體的「模

範」，鼓勵建立類似的「特殊隊伍」與接受「雙重設置」領導的治理模式。

這個模式迅速在其它宗教中複製開來。1950年11月在四川廣元出現天主教群體

小規模的「自立革新運動」、50年到51年出現類似的控訴運動；51年9月在北京舉

辦「革新代表大會」、推出天主教版本的「愛國宣言」（任杰，2007：32-37）。

從來沒有全國性組織的佛、道教也在三自運動後出現類似的發展，「中國佛教協

會」於1952年11月開始籌辦、1953年5月正式成立；「中國道教協會」於1956年11

月開始籌劃、1957年4月正式成立（任杰，2007：50）。由於天主教教會「聖統

制」（ecclesial hierarchy）使然，中國天主教會消極配合自立革新運動，天主教會

中的愛國宗教隊伍一直到1956年7月才由37位中國籍主教與神父組成的「天主教愛

國會」籌備委員會完成任務，會後並接受周恩來的接見與讚許。1957年7月15日至8

月2日，中國天主教才在北京舉辦第一次沒有任何外國籍代表的全國代表會議（任

杰，2007：38）。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說，基督新教「三自會」成為所有宗教向中國共產黨效忠

的典範，為中國宗教社群的多元性劃上句點，宗教領域出現統戰部與國務院雙重領

導下的大一統局面，而陳文淵、顧仁恩、王明道等等眾多基督徒領袖在這一階段不

幸的命運，也預告了後來的「反右鬥爭」所開啟的一連串殘酷的政治迫害，而在前

一階段與中共合作而勉強生存下來的宗教團體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但社

會上已經不存在任何抵抗的聲音了。這個「成功」的治理模式直到文革開始才驟然

7 用當時的話說是「打掃房子」，反應「政府對於中國教會的現況－被帝國主義者的蟲鼠佔據－的不
滿」。有關控訴運動與奪取教會學校控制權的歷史細節請參見邢福增（2008：77-152；25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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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1971年全國所有三自會的教堂封閉、宗教活動被勒令停止，僅剩特定地點像

是接待外賓的北京米市堂仍在運作（查時傑，1990：380）。

二、改革開放之後宗教管理的困境

1957年之後到1979年之間的歷史可以被跳過是因為中共本身定位此一階段的治

理模式是「失敗」的。這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主導針對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功過

「撥亂反正」的重要綱領《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與處

理宗教問題的核心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

（1982）（史稱十九號文件）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建國以來，我們黨對宗教的工作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新中國成立以後，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這十七年中，雖然也有一些重要失誤，…我們

對宗教界人士實行了爭取、團結、教育的方針，團結了宗教界的廣大愛國人

士…。但是，自一九五七年以後，我們在對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錯誤逐

漸滋長，六十年代中期更進一步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別有用心地利用這種「左」的錯誤，肆意踐踏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宗教問題的科學理論，全盤否定建國以來黨對宗

教問題的正確方針，根本取消了黨對宗教的工作（中國共產黨，1982）。

「爭取、團結、教育」就是前一階段「高層交往」／「特殊隊伍」統戰策略

的白話臺詞，恢復1957年之前的宗教政策才是鄧小平等人認為正確的道路，改革開

放承諾公民生活的正常化、放棄了毛時代不斷革命的主張，1982年中共黨中央發

佈的「十九號文件」標誌著五○年代的宗教政策又再度回到檯面上來。在1983年全

國正式恢復宗教活動之後，加入愛國宗教隊伍仍是任何宗教團體尋求合法化的必要

條件，直至今日所謂「地下教會」、「非註冊教會」或「家庭教會」等等問題的來

源都是此一政策仍被嚴格執行的結果，大量的中國大陸教會因為不符合種種加入的

條件、拒絕加入三自所代表在教義上的屈服、或是其它個人恩怨的糾葛而不願意在

三自的名稱之下活動，1998年數個家庭教會系統聯合發表的「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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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1998）就體現了這個反宗教壟斷的理念（劉國建、佟佳，2009：17-18）。

雖然宗教人士顯然在傳教與組織結社的自由仍然受到壓抑，1983年到2010

年之間中國大陸的宗教社群是蓬勃發展與生氣盎然的，學者多以「宗教復興」

（religious revival）來形容改革開放之後的政教關係變化（Ashiwa and Wank, 2009: 

1-3）。在基督新教方面，信徒人數從1949年代的70萬增長到2010年的2,300萬；包

含家庭教會的話人數應當超過6,700萬，增長驚人的95倍之多。8 天主教從1949年

的300萬到2011年的1,200萬，增幅4倍。佛教因為與商業跟觀光結合，除了信徒人

數增長之外，佛教有貴為人大代表的釋永信以及他的少林寺集團，佛教四大名山

中也已經有了兩個成為上市公司（九華旅遊和峨眉山），普陀山也在2018年4月去

爭取IPO（聯合新聞，2018）。伊斯蘭教因為有民族因素，主要是以回族（約1,200

萬）和維吾爾族（約1,000萬）區域為主，但因為人口流動，每一個大城市都有大

量的穆斯林民工與他們私下聚會的非註冊宗教場所，而他們與漢人群體間的矛盾成

為當前重要的民族與維穩問題（Gladney, 2003: 451-423; 2009: 151-178）。

整體而言，「十九號文件」提出的宗教統戰原則被地方發展經濟的需要所取

代，地方官員長期以來默許許許多多「違法」的宗教活動，例如18歲以下的青少年

參與宗教活動、前往絲路國家或國內穆斯林區域傳教、邀請國外講員、與接受境外

組織資助等等。如果「爭取、團結、教育」是一個統戰的大方向，為了創造經濟業

績，官員往往多在「爭取、團結」信徒上頭努力，主動去「教育」甚至干預宗教信

仰的行為反而是少數的例外（Wang, 2017: 558-560）。表一是根據美國在六四之後

成立的「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所蒐集1989年至今的中國政治犯資料庫，作者據此統計十八大之前，江

澤民（1990-2005）與胡錦濤時期（2006-2012）不同宗教與宗派人士被逮捕的人

數。除了法輪功與藏傳佛教之外，在漢人為主的省分之中，宗教迫害的案件集中在

最蓬勃擴張的基督新教群體身上（江時期337人；胡時期385人）。從基督新教分布

的廣度、發展的速度與整體數量上來看不難理解，因為國家不願意開放新的教堂

註冊，其宗教場所供不應求的問題最為嚴重，與政府間產生的摩擦也最多（Yang, 

2018）。

8 相關數字非常混亂，本文採用北京社會科學院（邱永輝，2016）與Pew Research Center（2016）跟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2016）合作計畫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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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江與胡溫時期宗教迫害案例統計（1989-2012）

*2006 % 2012 %
　佛教（漢傳） 11 0.25 11 0.20
　　　觀音法門 8 0.18 8 0.14
　天主教（註冊） 1 0.02 8 0.14
　天主教（地下） 59 1.34 74 1.34
　天主教（未分類） 8 0.18 8 0.14
　基督教（未分類） 1 0.02 12 0.22
　基督新教（註冊） 1 0.02 1 0.02
　基督新教（地下） 235 5.34 278 5.03
　基督新教（未分類） 102 2.32 107 1.94
　　　東方閃電 1 0.02 1 0.02
　　　呼喊派 4 0.09 8 0.14
　　　華南教會 1 0.02 1 0.02
　藏傳佛教 1701 38.65 1883 34.06
　　　格魯派 1041 23.65 1210 21.88
　　　寧瑪派 63 1.43 75 1.36
　　　薩迦派 86 1.95 87 1.57
　法輪功 922 20.95 1279 23.13
　穆斯林 61 1.39 83 1.50
　一貫道（道教） 45 1.02 45 0.81
　未分類 50 1.14 50 0.90
總計 4401 100% 5229 100%
資料來源： Wang（2013）；整理自Congressional -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Political Prisoner Data-

base, http://ppd.cecc.gov/）。
* 採用2006年斷代的原因是雖然江澤民1989年就接續鄧小平出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與中共中央軍事委
員會主席，但直到1990年才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3年才接任國家主席）；
胡錦濤也遵循類似的邏輯，雖然2002年就上任黨總書記，但在2005年3月才開始接任國家軍委會主
席。就此推算江澤民到2005年才真正完全交棒，因此2005年（包含2005年在內）之前的政治犯都算
在江的任內。

可以說從鄧、江、到胡三代領導人任內接近三十年的時間中，宗教政策是一個

相對穩定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半開放狀態。表一的數字顯示從宗教良心

犯的數量上來看，主要系統性的宗教迫害是針對法輪功、藏傳佛教、與基督新教的

地下教會群體，而其中更只有法輪功信徒被逮捕的數量明顯持續成長。考慮基督新

教本身95倍的驚人成長與大量家庭聚會「違法」存在的事實，對中共高層來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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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時期「只有」各三百多人的紀錄已經是「法外開恩」或官員不作為的結果。這個

半開放的事實也在作者於2010年到2011年之間在中國大陸境內田野調查中所確認，

大量的海外宗教團體進入中國大陸境內「違法」傳教，包含從臺灣、香港與其它華

人地區的基、佛、道、傳統信仰等等團體都紛紛搶著進入這塊「新興市場」，也對

大陸境內的宗教復興產生正面的影響（王韻，2015b）。9 簡而言之，只要宗教團

體不去碰觸某些明顯的政治紅線（例如達賴或藏獨）、發展可以被辨識的大規模組

織體制（例如基督新教中的「家庭教會五大家」）、或是進行組織性的維權抗議運

動（例如法輪功的中南海抗議事件），從「缺哪個神仙，隨便造一個」的河北「奶

奶廟」、到溫州樂清柳市可以容納5,000人的「中國最大基督教堂」，一種「具有

中國特色」的「宗教自由」範圍是可以很多元跟很寬廣的。10

為配合「雙重配置」管理上的需要，1998年3月24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更名

為國家宗教事務局，賦予更高的職權與人力以配合中央統戰部、港澳臺辦、各省民

宗部門進行相關的調研、協調、訓練與政策制訂的工作。11 這種黨政互相協調但分

離的設計是與毛時代「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治理傳統最大的區別。1950年代這個機

構僅僅是形式上的獨立單位，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或是後來的國務院

宗教事務局都是非常小的單位，沒有指揮地方民族宗教委員會的能力與權力，必須

要透過中央統戰部與其地方系統發揮作用。1988年7月才正式賦予司級設置，擴大

機構並增加編制；江澤民時代才開始有中央委員級的官員進入領導這個部門（葉小

文，原中央統戰部民族宗教局局長；1995年5月到2009年9月任職國宗局）。

胡錦濤時代更常使用「法治」與「人權」等等看似進步的詞彙處理宗教議題，

具體的作為就是在2004年公布首部準宗教法《宗教事務條例》，給予宗教團體與個

人依法維護權利的一種希望，但事實證明這種進步並沒有出現。這裡法治與人權的

9 相關的研究仍不多但證據力十足。基督教可參見Wang（2013）; Huang（2014）；媽祖信仰有
張家麟（2002）跟張珣（2014）。另一批文獻是從中國大陸影響海外的角度出發，雖然出發點
不同，但同時也提供了境內外「市場互動」頻繁的證據。例如吳介民等（2017）中第8章，劉怡
寧（2017）的「中國情感，或佛教市場？」與黃克先（2017）的「基督教的跨海峽互動及其轉
變」。

10 許多類似的現象常被一些大陸學者用來支持中國宗教「很自由」的說法（夢溪，2017）。
11 下設四司：一司：承辦佛、道教事務。二司：天主教、基督教事務。三司：伊斯蘭教事務。業務
四司：承辦其他宗教（包含民間信仰與邪教）的宗教事務管理工作（2004年成立）（孔德繼、吳
如加，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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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仍侷限於共產黨決定一切的「依法治理宗教事務」的民主集中制觀念，與歷史

唯物論為基礎的「科學發展觀」的框架限制。胡錦濤的主要論述是2006年10月公布

《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的「構建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一詞，而這個和諧社會建立在妥善處理「五大關係」之上：政黨關係、

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與海內外同胞關係，其中對宗教關係的要求是宗

教工作的「兩個根本」，即「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

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是做好新形勢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

求；做好信教群眾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務」。這個要求黨員與官員更主動去

「做好工作」的概念，被詮釋成一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在2007年10

月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寫入黨章，並於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並列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江澤民「三個

代表」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道統之一。12

從鄧、江、胡到十八大前的歷程之中，中共領導人都遵從鄧立下的這個擱置意

識型態爭議（宗教是「人民內部矛盾」）、推動「法治化」的改革努力，也就是推

動有限程度「黨政分開」與「依法治國」的制度性變動，但1989年波蘭民主化運動

帶動的東歐變天、1990年代美國柯林頓政府帶動的「和平演變」風潮、與2010年突

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的衝擊都強化了中共對於市民社會力量的難以掌控性、尤其是其

中最有組織性的宗教力量的擔憂，因此這些制度性的變動都沒有產生實質的政策變

革，中央在政策上仍要求對宗教組織嚴加看管，但基層的政策執行上往往出現很大

的自主彈性與不作為。胡要求要「做好工作」的引伸含義即是官員顯然仍未做好他

們該做的工作。

綜合來說，愛國宗教隊伍與「非」愛國宗教隊伍之間的角力是改革開放之後

政教關係的常態與核心戰場；換句話說，中共高層對這個隊伍成果關心的程度，基

本上決定了政教關係的高低起伏。再以基督教為例，據不完全的估計中國大陸僅

有三分之一或不到一半的基督徒在合法註冊的教會聚會，也就是目前只達到1957年

成果的三分之一而已，政府多年來努力壓制非體制內教會數量的結果，就是產生大

量被海外媒體報導與國外人權機構所指責的違反宗教自由案件，也就是學界所謂的

12 「科學發展觀」在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上追認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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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與「黑色」宗教市場內中的活動（Yang, 2006: 93）。而因為對這個紅色

價值的「愛國宗教隊伍」從根本上就不認同，每一個非體制內教會都必須日夜為生

存和理想與這個體制奮戰，而實質上成為一個類似西方市民社會理論描述的「準

NGO」（湯紹成，2011：41），同時與臺灣、香港與歐美各國境內的宗教團體互

通聲氣，產生互相「賦權」（empowerment）與「倡權」（advocacy）的現象（王

韻，2015a：55-56）。相對來說，1957年之前可以如此順利控制整個宗教領域的主

因，除了有毛澤東個人權勢與當時的革命風潮之外，更是因為沒有這種對外開放所

產生的國際賦權與跨國倡權機會，使得宗教市場容易被單一力量所壟斷。當今這個

不穩定因素正是十八大之後習近平試圖處理的重要問題之一。

參、托古改制還是越改越難？

對於十八大之後中共開始重新調整朝向1957年之前的制度方向，有兩種可能

的理論解釋，第一、從中國研究中的顯學新制度主義的觀點來看，因為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y）的緣故，改革者回收利用之前已經存在的制度架構是代價最小

與最理性的選擇，主因是人民與菁英中已經有一定程度對舊制度的懷念與認同，說

服與推動較為容易，同時需要改動國家體制的成本也應該較小。第二是中共黨政菁

英研究對於有關國家社會關係受制於高層權力鬥爭的歷史宿命假設，因此這個「制

度復古」，也可能純粹是派系路線偏好的影響，或者是在最高領導人拒絕西方模式

之後缺乏可行替代方案的無可奈何之舉。

一、統戰路線的「前1957年」模式

先從最微觀、也最直覺的第三種解釋來討論。中國的宗教政策就是中國共產

黨人體察時勢所做出的判斷，也因此中共不同的菁英、派系與路線之間的陣地爭奪

自然會影響其宗教政策的內涵。與近年跨國宗教學術研究的觀點不謀而合，1957

年前的中共主流觀點特別著重是宗教所具有國際性與跨國性，用中共統戰學的語言

來說，這就是宗教特有的「五性」所產生的問題：即宗教的長期性、群眾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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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國際性和複雜性，而共產黨應該是體察時勢，提出適合當時條件的相應政策，

這是1948到1964年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所提出來的基本認知，而現在被再

度標榜的原因可能就在於這一派菁英的力量獲得政治上的勝利。

臺灣的學術圈對於派系與菁英解釋特別有貢獻。曾任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的郭華倫與王元都認為標榜意識形態的路線鬥爭，通常與派系與人事之間權

力傾軋結合起來，權力的分配才是左右這些政策差異的本質，而西方學界通常把政

策歧見視為中共黨內衝突的根源（寇健文，2010：26-28）。對於改革開放後的中

共政治，中國研究學界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官僚組織本身的利益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謝淑

麗（Susan Shirk）都注意到中共官員的出身、晉升經歷、與領導人的關愛提拔構成

一種特殊的扈從體系；雖然學者對於派系的定義、形成與派系間的關係變化等細節

看法不一致，但都認為派系的權力變化是觀察中國政治極為重要的切入點（寇健

文，2010：31-32）。寇健文指出從這個持續發展的學術文獻來看，國家領導人職

位體現的制度化「正式政治」與派系主導的「非正式政治」並存與相互拉扯，是中

共菁英政治研究一直無法充分解釋的盲點，需要更多比較研究去驗證這些重點相異

的觀點。

宗教政策的歷史比較是一個可以幫助驗證菁英理論的案例。習近平必須在這一

任歸正宗教治理體系的原因，可能跟基督教新興宗派追求歸正的動機很類似：我的

改革是我要比你還要保守與堅持傳統。因為前幾任領導人都沒有找出如何允許社會

自主力又要維持政治壟斷的解答，而過去唯一有共識的「答案」是毛之下的第一

代領導菁英（包括習的父親習仲勳在內）都認同的前1957年模式，因此身為唯一

一位紅二代的最高領袖，習近平很自然地「繼承」這個「回歸（馬克斯）的」治

理模式，也正好把自己跟胡、江兩位前派系領袖做出切割，用來鞏固自己路線的正

當性。

作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習本身的道統正朔可以追溯到、甚至超越鄧小平。

中共建政初期有五大區域派系系統：中共中央東北局（彭真、林彪、高崗）、中共

中央華東局（饒漱石、鄧小平、陳毅）、中共中央中南局（林彪、鄧子恢）、中共

中央西南局（鄧小平、劉伯承、賀龍）、與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崗、習仲勛、彭德

懷）。1952年韓戰進入尾聲，為了削弱黨中央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力量，在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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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毛澤東以需要施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為名，下令五位地方局第一書記調任北京，

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勳等地方軍政要員一起「五馬進京」，由高

崗主管國家計畫委員會，鄧小平出任副總理，饒漱石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而習仲

勳調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鄧毅生等，2007）。據稱鄧小平與習仲勳的情結也在1953

年的「高崗事件」後結下，高崗受毛澤東的鼓勵向黨中央發動奪權鬥爭，結果以

失敗收場；習仲勳受同為西北局出身的高所主導的宮廷鬥爭戲碼所牽連（Teiwes, 

1990: 37; 144），習仲勳在1956年中共八大後屈居中央委員，勝利者鄧小平高升政

治局常委。1962年，為了打擊另一位西北局出身的派系領袖彭德懷，毛澤東利用小

說《劉志丹》事件的機會抨擊習仲勳，說其「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把

彭德懷、習仲勳一併打為「反黨集團」（陳永發，1998：482-485），執行者正是

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與中央總書記鄧小平。13

習仲勳雖然不直接負責宗教業務（最早是統戰系統的周恩來與後來的李維

漢），習仲勳早期就在政務端配合「雙重設置」的管理體制的安排。在統戰部門推

動控訴運動時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全力配合，出席「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

團體會議」致詞者就包含文教委副主任邵荃麟與陸定一，而習仲勳（1952年9月－

1954年7月）就是在陸定一（1944年12月－1952年8月）之後接任中央宣傳部長之重

要黨務職位，習仲勳在宣傳部的這兩年並兼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

書記，也就是說在1954年宗教問題研究小組升格為宗教事務局之前，習事實上為政

府宗教管理部門的「一把手」，也是「前1957年模式」的堅定執行者之一，這在習

仲勳支持以十世班禪為核心的西藏「愛國宗教隊伍」的例子上看得很清楚，後來在

1962年習也因為十世班禪寫的《七萬言書》抨擊毛澤東的西藏政策遭到牽連，與彭

德懷《八萬言書》一起，被毛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習仲勳傳編委會，

2014）。

在改革開放恢復名譽之後，習仲勳在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

央書記處書記，分管組織、統戰、民族等工作，負責收拾文革在民族、宗教、黨

外人士等領域愛國隊伍身上的犯下的「極左錯誤」，主導第一次出現的統戰系統職

能擴張，他曾說：「我們總的是有一個管理幹部的組織部，但是，統戰部也要管幹

13 近年有多個網路文件指出自此鄧家與習家變成死對頭（劉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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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負責考核、挑選和推薦一些黨外的、各民主黨派的幹部」。1982年2月12日，

他負責發佈的《全國統戰部工作會議紀要》，第一次增加統戰部負責管理黨外幹部

的職能，也就是習推動的策略是「使各級統戰部門真正成了黨外幹部之家」（閻明

複，2018）。這個以「黨建」（黨的建設）作為管理核心的策略也可以在習近平近

年來的「以黨領政」、「黨管一切」、「黨管宗教」等等施政作為上清楚地看到，

也就是說這些在僑團、知識份子、民族宗教、慈善服務、外企、網路新創產業等等

統戰對象中組成愛國隊伍的幹部們，可以直接受到統戰部在行政、人事及預算上的

照顧，可以說這個一元化的、黨作為「黨外幹部之家」（黨管一切）的高層交往與

結合政策正是習家一脈相傳的路線。

面對不斷升高的民族宗教問題，習近平政府的核心策略就是回到黨建身上；毛

雖然提出了黨建與統戰為「三大法寶」之二的意見，但具體作法上卻是背道而馳；

鄧的改革路線把放權與分權做為路線，也實質上削弱了黨建的能力。除了積極增加

組織部與紀委在督促黨員盡責上的作用，習近平追求黨建能力擴大的重要一步就是

回到加強中央統戰部這個黨機器這個老辦法身上：在一年之內，兩位前途仍看好的

現任政治局委員被派入中央統戰部任職、習近平親自擔任新設立的「中央統戰工作

小組」擔任小組長、提昇原本系統內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為跨體系的「中央統

戰工作會議」、同時通過建政以來第一份「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將黨的統戰任務

法制化。2016年中央更派出「統戰工作檢查小組」到各地視察，報導指出至少已經

有八個省市指派第二把手擔任當地統戰部部長的職務，統戰一夕之間變成針對地方

大吏考核的政治顯學之一。這個被稱為「大統戰」的策略顯示地方將會把對宗教組

織管理、社會菁英的意見、對港澳臺及海外聯繫、境內外非政府組織等等統戰任務

提昇為地方施政的要務。例如2018年新版《宗教事務條例》的實施，等同是對地方

宗教管理幹部的終極考核指南，眾多的「審批」、「備案」、「批准」、「處罰」

等等細節要求無疑會減少地方官員彈性處理問題的空間，試圖修正過去官員不作為

的問題（王韻，2016：12-16）。

整體而言，這一段歷史肯定了菁英理論的幾個假設，同時也點出了可能的問

題：習近平是這個「前1957年」宗教管理模式的正統繼承人，鄧小平為了權位（滿

足毛澤東）還曾經多次妥協和「為虎作倀」，但習仲勳從來沒有背棄其他紅一代同

志。也就是說習近平十八大之後對統戰與宗教問題的「創新」，可能更是其父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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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的回歸：一個「真正」的相信馬克思主義、五性論、與優秀黨員應該要主動解

決問題的路線。早在江澤民與胡錦濤之前習仲勳就提出了「相適應」與「法治」的

論點；前統戰部長閻明復回憶習仲勳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這兩點原則：「民族宗教

（問題）複雜，學問大得很。領袖人物的情況要摸清，便於工作…宗教應與社會主

義社會相適應。一切宗教活動都要遵守憲法」。

從這些間接歷史證據的推敲之中，研究者也許可以提出合理的推斷，說習是受

其父所代表的這一個路線所啟發，但直接證據仍然缺乏。尤其問題在於這段菁英互

動的歷史，並沒有辦法解釋長期以來地方對於宗教復興的「不行動」與「彈性」，

尤其是「前1957年」模式的大原則事實上被鄧、江與胡的派系所接受，只是執行不

力；「特殊隊伍」與「雙重設置」在各種領域都大力的強化，但是在控制宗教上的

成效非常有限，且原因不明。尤其是衡量目前治理模式的實際發展方向與其是否有

效的這些重要問題上，菁英與派系途徑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答案。

二、歷史制度論與加入被壓迫者的視角

比較新的派系研究開始加入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待路線與權力鬥爭，尤其是考

量地方上的特殊環境與條件對於這些路線選擇的制約效果（蔡文軒，2011：28-

29）。相對而言，新制度主義更關心一個「中層理論」（meso theory），也就是

試圖找到一個行為主義與結構主義觀點之間的合理平衡點（郭承天，2000：172-

173）。跳過諸多新制度主義的門派與不同的途徑的討論，本研究特別關心歷史制

度主義，從制度的歷史演化過程可以清楚看出，制度與慣例本身常常具有約束行為

者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因此這些體制上的設定自然成為行為者（包含壓迫者

與被壓迫者）政治鬥爭的重要場域（Steinmo, ed al., 1992: 2-3）。這個假設雖然合

理，但對研究中國的政教關係上仍有一些不足之處。

加入歷史制度視角的派系研究仍然假設社會是一個被動受壓制的控制項，忽

略了社會團體在這個體制鬥爭中可能產生的能動性，在研究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威權

國家時，社會能動性被忽略的問題可能又特別嚴重。例如宗教本身的特質是否是

影響宗教控制的效果？也就是說像藏傳佛教的政教合一性、伊斯蘭教的「哈里發」

（Caliphate）傳統或基督教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是否可能都對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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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俗政治有所影響（Berger, 2010: 3-5）？雖然中國仍沒有民主體制，宗教又長期

受到壓制，一般人很容易認為中國沒有可能出現宗教影響政治的可能性，但同樣以

漢人為主體的臺灣曾經有宗教團體在民主化運動階段產生巨大影響力，這是否說明

宗教對於抗議運動的興起（尤其是基督新教; Kuo, 2008）或更有參與性的民主政治

（尤其是佛教; Madsen, 2007）可能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延續馬克斯韋伯「新教倫

理有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假說，學者Robert D. Woodberry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

ence Review刊登的一份研究之中，用計量研究的方式發現有新教傳教士的社會更

容易發展出市民社會、有更高的機會最終擁有穩定的民主體制（Woodberry, 2012: 

244-245），這些理論是否能夠在中國的未來上得到驗證呢？中國宗教的復興顯然

與主流學界的世俗化理論預測相反（Yang, 2008），也出乎共產黨人的「科學的發

展觀」的意料之外，那為何我們仍認為現在認為不可能之事未來一定不會出現？

解答這些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也需要更多的時間，但無論我們的答案為何，

「宗教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ligion）的確在中國大陸近期的發展中出現

（Ashiwa & Wank, 2009: 6-12），體制化的動機正是針對之前提到的宗教復興與官

員「不作為」的矛盾，三自愛國運動的復出與強化、各宗教愛國隊伍的發展、每個

宗教都被要求撰寫自己的規章法典、配合國家不斷推陳出新的各種條例與法令，一

個更制度化的國家與宗教關係是過去三十年間不能否認的現象。在這個制度化的關

係之中，顯然不僅僅是國家主動壓迫與教會消極抵抗這種二元關係而已；這個過程

中有抗議者、變節者、騎牆派、當然也有合作者與試圖藉力使力的倡議者。就是因

為中共的高度體制化的管理，一個弔詭的治理悖論反而出現：壓制越多的宗教成長

越快；管制越嚴、該宗教就越難被管制（Yang, 2006）。

共產黨人雖然不是宗教的信奉者，但概念上馬克斯主義或「五性論」都有正確

認知宗教的存在是有基層民眾需求支持的這一個「科學」的事實，但如何去應對這

個有基層支持的社會力量，鄧、江或是胡的策略似乎仍是跟隨世俗化理論的一套假

設，認為隨著經濟的成長，國民收入的提高，國家在城市、高鐵、飛航、軍事領域

等等公共領域的現代化投入，法律與管理制度的健全等等條件都達到之後，宗教問

題自然會迎刃而解。習近平從最新的資料當中必然已經瞭解中國的宗教問題不會自

然地消失、甚至會越見嚴重，但他的解決之道仍不出新制度主義關切非正式制度的

這樣視野，尤其習近平在2016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他在胡錦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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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自信」（道路、理論、制度）之上加入了「文化自信」，顯然是針對宗教在

內的「西方文化侵略」而來，但「四個自信」這樣的政治動作真的能削弱宗教需求

嗎？真的能解決官員「不作為」的問題嗎？真的能讓宗教被「黨管」嗎？從目前的

發展來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肆、習近平上臺之後的變化

十八大習近平上臺之後有關民主、憲政、宗教自由與市民社會等等敏感議題

的討論，已經幾乎消失於輿論與學術討論的場域，十九大之後政教關係更見緊張，

宗教摩擦與迫害的案例持續增加。2016年浙江的拆十字架抗爭餘波仍未落幕，號稱

中國最大教會的崇一堂主任牧師、浙江基督教協會會長顧約瑟牧師於2016年1月被

公安局以「挪用資金罪」逮捕，於3月31日被轉為在家監視居住。為浙江教堂打官

司的維權律師張凱也在失蹤7個多月之後被「電視認罪」後於內蒙古老家中居住監

禁；香港神召會牧師伍華被指控涉及印刷基督教書籍及為印刷集資而失蹤9個月，

2017年4月份才獲釋；2017年東北遼寧省的5名基督徒以涉嫌採購和銷售基督教書籍

被捕，其中一對朝鮮族的牧師夫婦在2月被以「非法經營罪」判重刑7年；3月份傳

出浙江省政府宗教部門要求下轄的各縣市宗教部門要在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及宗教

活動場所安裝監控設備；4月3日四川15名基督徒因參加聖經班被當局拘留15天。4

月15日臺灣牧師許榮彰在河南鄭州KTV包場而遭公安逮捕後釋放。跨國宣教機構中

國福音會的員工曹三強牧師被雲南公安局以「組織偷越國境罪」拘留，於2018年3

月被判重刑7年。2018年3月所有在網路上販售宗教書籍的商家都受命把聖經下架；

8月傳出至少三座山東濟南的天主教堂遭到拆毀。14

新科技的使用尤其讓「前1957年」模式沒有辦法做到的大規模監控、蒐證與逮

捕變成更為容易。據海外宗教自由觀察組織「寒冬」（Bitter Winter）的報導，透

過大數據監控、衛星GPS定位、手機追蹤、人體熱能分析等等數位手段，2018年光

是江蘇一省就有超過350名「全能神」教的信徒被捕；同時河南、山東、遼寧也出

14 資料來源整理自（基督日報，2018；對華援助協會（China Ai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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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同樣大規模逮捕全能神教徒的事件，有超過1,000名信徒被捕；受到罰款、沒收

財產、驅逐住所、居住監視等等騷擾與迫害的人數更多。15 與這些宗教迫害相對的

是對合法宗教組織的進一步體制化規範，包含《宗教事務條例》的修訂與國宗局併

入統戰部的大統戰發展，由這些發展之中觀察者可以更完整地看出中共在習近平上

臺之後的宗教政策的兩手化走向。

一、宗教事務條例的修訂16

2016年9月中國大陸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宣佈，為了因應「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

變化，宗教領域出現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主張對2004年提出的《宗教事務條

例》修改，一份《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其中針對宗教團體可以

申請註冊成為「宗教法人」；宗教團體、宗教院校與宗教活動場所是「非營利組

織」，依法興辦的公益慈善事業等等引起學界與宗教界的討論與期待。但是同年年

底提出《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2017年1月1日生效），則是排除了境

外宗教組織可以用慈善活動身分進入的可能性。

《條例》的修訂可說是黨領導人對於主管宗教事務的統戰系統過去成績不滿意

的結果。過往中央統戰部負責政策與跨部會協調、國家宗教局及各省市的民族宗教

辦／局負責業務、全國以及地方政協負責實際領導層的統戰活動，愛國教會／協會

負責在廣大信教群眾裡面接軌這些政策與活動。但這個「雙重設置」系統在控制宗

教上越來越左支右絀，雖然這些問題不能全算到統戰部門的頭上，但傳統統戰工具

漸漸失去效果也是事實。

15 不同的新聞網站對被捕人數有不同的報導，作者目前無法確定真偽，但打壓行動確實存在，而全
能神教、又有稱「東方閃電」，自2000年以來都在公安部的「邪教」名單之上，2012年因為宣傳
馬雅末日預言、2014年山東招遠「麥當勞殺人案」之後成為重點打擊的對象。根據其網站說明
《寒冬》雜誌是由學者、人權活動人士以及在中國受迫害的宗教組織成員聯合創辦，由意大利

的新興宗教社會學者、新興宗教研究中心（CESNUR）主任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
vigne）擔任總編，創刊於2018年5月14日，顯然是針對近幾個月在大陸發生大規模打壓「邪教」
的事件。馬西莫·英特羅維吉是積極主張受宗教迫害者應該獲得歐盟難民地位的人士之一（Yang 
Guang’an, 2018）。

16 本節更完整的部分請參考作者於陸委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中的兩篇文章：「中國大陸修訂
『宗教事務條例』之影響」（2016年11月），與「中國大陸修訂『宗教事務條例』評析」（2017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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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立法行為的特徵是在發布之前，特地於一年之前先公佈一份「送審

稿」，公開讓社會與宗教界人士討論，這個作法在2012開始被特定的法案使用（並

不是每一個法案都會公佈送審稿），被各界視為廣求意見的相對開明舉措，但《條

例》修訂目的為貫徹習近平對於宗教管理的新要求，配合「大統戰」的概念，雖然

採用「宗教法人」、「非營利組織」等新觀念，惟專注於管制而非保護方向，中共

對非體制內宗教活動仍將嚴加限制，尤其將對官員與幹部的管理績效要求更加嚴

格。《條例》正式頒布之後這個方向更被確認，原本稍有期待的寬容消失了，宗教

事務管理部門「管的更多、責任更少」（楊鳳崗，2017），多處公安部相關的字

眼被移除，這似乎顯示舊的管理系統、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的宗教管理部門仍主掌

一切，這個安排確定了對宗教人士懷柔為宗、管理為重、打擊為輔的主旋律將會

繼續。

楊鳳崗（2017）在「《宗教事務條例》頒佈版和送審稿文本對照」一文中指出

正式稿凸顯出未來宗教管理政策將更嚴格且更細緻。新增改的部分有幾個重點：第

一、官員的責任下降；正式稿刪除了送審稿中官員批准與否要給予申請人書面答覆

的要求。第二、過去長期困擾社會組織的「雙重管理」問題仍將繼續，例如聘僱外

籍人員與註冊宗教法人等事務要於宗教管理部門批准後，還要找外國人工作管理部

門、民政部門去辦理具體手續。第三、對於政府部門管理更為強化，例如對於宗教

團體、院校、場所的財務監督資料，應當與「有關部門共享相關管理訊息」，並以

「適當方式向信教公民公佈」（楊鳳崗，2017）。

二、國宗局併入中央統戰部

這些新的體制化發展仍在進行之中，一時很難確定執行的程度與成效會是如

何，但從過往的例子來看，沒有配套的激勵與懲罰機制的政策非常容易流入「上有

政策、下有對策」的結果，官員面對經濟的績效與「不出事」為大的考量之下，

仍可能對大部分的宗教「違法」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所以習近平在十九大之

後最讓人注意的改革部分是屬於機構改革，尤其是強化中央統戰職能的變動。中共

中央在2018年3月21日公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宣布「國家民族事務

委員會」、「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宗教事務局」併入中央統戰部，加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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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統戰部在之前的人力擴編，成立新的八局（「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與九

局（新疆局），一個囊括所有對僑務、對民宗事務、對非黨員社會菁英的新「大統

戰」體制的雛形已經完備。

這個「大統戰部」的功能與成效仍有待更多的資料才能夠判斷，但從歷史的角

度來看，這一個規劃並非制度上的創新，而是「回歸」與「正名」，因為雖然號稱

為「黨政分開」的平行分工，長期以來中央統戰部就是這些政府機構在黨務端的上

級「對口」單位，決策也都是由黨務機構決定後下達政務機構，例如這些機構的局

室一把手都是從中央統戰部調任而來，表現良好的政府機構領導的下一個職位常常

也都是統戰部直屬的單位，例如機構改革前最後一任國宗局長王作安的目前職位就

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前任國宗局長葉小文離職後出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

兼第一副院長。目前的發展是讓中央統戰部直接站到臺前「面對群眾」，如此資訊

與民情的取得應該更為順暢、機構間的協調應該更為迅速，官員更難以推託責任，

但從之前的歷史與理論分析就可以知道，中共宗教治理問題的根源從來不是資訊與

制度的問題，而是走集權還是分權、開放還是管制這樣的路線問題，在習近平決定

揚棄鄧的路線而改走「前1957」模式之後，可以想見宗教「黑市化」或「灰市化」

的情形必然更多，政教衝突的可能性只會上升不會下降。

三、宗教中國化論述的再出現

2018年4月大陸官方發佈《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為

時隔21年的第二份「宗教政策」白皮書，其中特別高舉「宗教中國化」一詞，一

時人民日報、各大媒體、愛國宗教團體紛紛推出一連串的「宗教中國化」的擁護舉

動，從基督教界研議「新版聖經」、到伊斯蘭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進清真

寺」，對照新疆出現大規模「再教育營」的新聞，種種發展令人擔憂。「中國化」

論述其實並不新，歷史上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就是標榜「中國化」的典範，「基

督教中國化」一詞也是由對基督教比較友善的學者、中國社科院宗教所所長卓新平

於2012年底提出。十九大後再度被強調其實反應習近平對目前愛國宗教隊伍成效的

不滿，也造成越是本土化宗教反應越激烈的奇怪現象，佛教界就有「十九大報告是

當代佛經我已手抄三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就是現世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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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驚人言論，這已經預告新一代的「中國化」論述強調不僅僅是「外來宗教」

（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要增加「愛國主義」的教育訓練、支持中國共產黨統治

（郭承天，2017），可能更要在實質作法上對習近平所採取的「大統戰」路線做出

支持與回應。

伍、展望未來

從整體分析來看，對於中國大陸短期宗教自由的狀況必須嚴肅以待，趨嚴趨緊

的形勢非常明顯，維穩思維之下形式化、條文化與法律化的方向顯示的不是更多的

法律保障與政策開放，而是更多假管理之名、行扼殺之實的保守作為，最讓人期待

的宗教法人與臨時聚會點的規定目前仍停留在紙上作業。宗教界人士試圖透過法律

維權的試圖已經被證明失敗（例如張凱案），當官員的彈性進一步被法規與新黨建

的作為所削減，但已經多元化的宗教社群又不可能像1950年代一般一夕之間被愛國

隊伍佔領，未來的兩者之間的衝突會發展到什麼樣的情勢令人擔憂，原本多元化的

宗教社群已經被強力的「黨管一切」治理模式所扭曲，一個試圖重現「前1957年」

政社關係的政治路線已經在成形之中，未來值得我們密切的注意。

在這個悲觀的發展態勢之中，也許臺灣與其它海外的民間社會仍然可以扮演更

積極的角色。國際實證研究已經指出宗教開放、而非管制是解決宗教問題的良方，

而臺灣的經驗也證明不當的宗教管制與干預只會激化出政治抗議運動，而鼓勵宗教

參與社會與公共事務反而可以扮演平衡的角色，促進更有包容性與多元性的公民社

會出現，這些都是一個追求良性的政教關係發展的社會可以參考的地方。

從學術理論的角度來說，中國大陸的宗教政策與現況更值得所有關心中國研究

的人多加注意。中國政教關係的發展對於宗教研究、中國研究、人權研究、兩岸關

係研究幾個相關的學術社群都可能有一些重要的啟發，值得這些領域的學者把興趣

延伸到這個議題上來。

第一、如之前所述，宗教研究當中存在許多難解的辯論，例如市場理論與世

俗化和生態理論的對立，強調實證方法的中國政教關係研究是這個「聖俗對立」

（sacred vs. secular）傳統下的一個重要學術發展，中國的特殊性、包含後現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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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與後共產主義的特質，可以提供雙方都重新去思考研究假設、分析層次、研究

途徑與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等等關鍵問題的實證根據（Norris & Inglehart, 2004）。

第二、對於中國研究而言，雖然對政治面向的理解有長期與精緻的發展，但對

於社會因素、尤其是具有跨國性的社會因素在這裡的作用，一直是很難進行分析的

一個面向。資料的取得一直是關心這些面向的研究者最為詬病的地方，但宗教案例

的豐富性給中國研究者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去思考到底跨國社會力量對政治的影響

是什麼？此外，宗教研究提供中國研究一個「離開中國」的可能性，宗教本身的普

遍性、國際性與跨國性使得比較研究成為可能，兩者的合作是一個非常有發展性的

一個項目。

第三、宗教問題是一個國內問題、國際問題、民族問題、意識型態問題、還是

法律（人權）問題？中共的「五性論」或是西方的新制度主義都沒有辦法給出讓人

滿意的答案，因為關注行為者互動複雜性或依賴性的這個視角並不能給關心這個議

題的人建設性的建議，反而使分析者更容易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矛

盾之中。因此採納基本的人權研究假設，例如對於人道精神的適度主觀堅持、對

於是非善惡的基本辯證能力、對於程序正義的良好的理解與尊重等等，對於一個

好的宗教的研究者可能是非常必要的條件，尤其是面對在威權國家之中大量宗教案

件，就算是某些「邪教」的成員真的是罪有應得，一些宗教維權者的動機可能牽涉

金錢利益，人事之爭可能更是某些宗教迫害案件的真相，但我們還是必須質問，國

家在這些事件與過程之中的介入真的是有必要嗎？又有多少邪惡是假「正義」之名

而行？

第四、關注中國大陸的宗教政策與現況，對於在臺灣的研究者來說又更多了

一層意義。從中共的宗教治理體制來說，宗教與臺灣一直是統戰部門最重要的兩個

工作之一；而它們被放在同一個部門之下的原因與兩岸中的宗教現實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臺灣的主流宗教基本上都是從中國大陸而來，而這些宗教的在地與全球的發

展，又反過來對於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的宗教社群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悲觀的

人可以說宗教是臺灣的「軟肋」、一個可以被發揮統戰作用的「工具」；樂觀的人

可以說宗教是臺灣的「軟實力」，因為一個廟公、一個牧師、一個法師就可以對國

家的政策產生影響力。剩下的問題是，我們到底對於支持社會的多元發展有多大的

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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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港澳政策與問題

張五岳、蕭督圜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

摘　要

如何解讀中國大陸的港澳政策，其實遠較想像中的複雜，因其伴隨著國際因

素、大陸內部因素及港澳的內部因素，在歷史與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環境的變

遷下，交織出港澳的現況。對港澳而言，九七年與九九年的主權移交是一個重要

轉捩點，「一國兩制」是嶄新的概念，牽涉的不僅是港澳與大陸這「兩制」如何能

夠並行不悖，這當中自然有種種摸索和實踐，而且也是對「一國」的重新認識和想

像，由此出現而前所未有的挑戰，是國家利益與本土利益及大陸文化與港澳文化如

何進行平衡與調和的過程。與此同時，「一國兩制」預示的重新分配權力，無可避

免地帶來各種新舊政治力量的磨擦和對民主化步伐的爭論，因是之故，權力的爭奪

與理念的衝突相互交織，構成了港澳移交後的特殊政治景觀。此外，隨著中國大陸

迅速崛起後開始調整其對港澳的定位與政策，港澳社會在面對大陸強勢的經濟融合

與政策安排呈現出不一樣的態度，其中香港適應不良的現況尤其明顯，更加速大陸

在港澳政策的轉型。2012年的18大會議絕對是大陸港澳政策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

前的16大與17大會議報告，大致可以理解大陸對於港澳地區的發展基於對兩制的尊

重，港澳特區的社會爭端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但2012年十八大，習近平擔任報告

起草組組長兼中央港澳事務一把手後，對港澳工作重點已展現了「質」的變化，將

港澳工作方針定調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自此大陸開始以「國家

安全」問題的視角治理港澳，進而衍生了「中央對港澳全面管治權」的主張。縱然

在「一國」與「兩制」間，大陸與港澳存在認知上的爭議，但習近平的強勢領導已

然透過行動一步步展示「一國」的絕對性與主導性，其對港澳地區的未來發展無疑

是極大的改變，端看港澳社會如何應對與選擇。

關鍵詞：港澳政策、一國兩制、全面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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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大陸與港澳的發展來說，一九九七年與一九九九年的主權移交是一個重要

轉捩點，隨著殖民管治的結束，取而代之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對大陸與港澳而言，「一國兩制」絕對是嶄新的概念，牽涉

的不僅是港澳與大陸如何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制」下能夠並行不悖，也包

括了種種摸索和實踐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對「一國」概念的重新認識和建構。由

此出現的巨大挑戰，是國家利益與本土利益及大陸文化與港澳文化如何進行平衡與

調和的過程。與此同時，「一國兩制」預示的重新分配權力，無可避免地帶來各種

新舊政治力量的磨擦和對民主化步伐的爭論，因是之故，權力的爭奪與理念的衝突

相互交織，構成了港澳移交後的特殊政治景觀。此外，隨著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後開

始調整其對港澳的定位與政策，港澳社會在面對大陸強勢的經濟融合與政策安排呈

現出不一樣的態度，其中香港適應不良的現況尤其明顯，更加速北京在港澳政策上

的轉型。

而觀察北京的港澳政策，無疑的還是以對香港政策為主，回顧北京的治港政

策，並非在香港移交後才確定其目標，早在1949年中共建國前夕，中共領導人就對

港澳問題有戰略思考（李敏，1991：380）。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國家利益與中共

的利益密不可分、休戚與共，當香港能為國家的經濟與安全服務時，也必然的為中

共服務，因而唯有穩定繁榮的香港才能為國家的發展做出長遠的貢獻，中共政府絕

不允許香港走向獨立，或是成為「反共基地」，否則就會成為國家的負擔。故而從

周恩來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到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中共政府對港政策實

有其高度的連貫性與穩定性，更與中共的全局觀點及戰略思想不可切割。綜觀移交

以來，北京的治港政策可以化約為「觀察期」與「主動期」兩個階段，約莫以2003

年作為分界。在1997-2003年的這段「觀察期」時間，面對香港的諸多問題，當時

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高層基本上採取不干預的原則，一方面是因為擔心介入會遭遇

國際社會的非議與香港社會的反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移交初期對於香港局勢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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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仍須仰賴親北京的資本家與傳統左派所組成的管治聯盟。1因而當不干預成

為既定政策時，若非涉及國家安全亦或是陸港間的矛盾時，北京並不干涉香港的內

部發展，但此舉對北京而言則是利弊參半，雖得到港人對北京「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信心，但卻增添了香港有效管治的困擾。尤其當2003年時第一任特首董建

華，一來在經濟上遭遇SARS侵襲，使原本已逐步走出1997金融風暴的香港經濟再

次跌落谷底，卻束手無策，二來在政治上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遭遇50

萬人上街抗議，迫使北京重新思考它的治港政策，並積極對香港投入人力與資源作

出較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後，開始轉變其不干預的態度。

2003年後，北京在面對香港的政經變局下開始調整其治港政策，這一方面是因

為2002年底中共進行了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改選，以胡錦濤為首的新領導團隊

對香港問題顯得更加積極表達意見；另一方面，港人樂見北京在民生經濟領域提供

優惠政策，亦對北京領導人積極協助香港的態度給予正面肯定，進而讓北京得到鼓

勵，回過頭來推動了北京對港政策的調整。整體來說，在2003-2012年胡錦濤這十

年的時間內，中共在原有「一國兩制」的基礎上，改變了初期不干預的想法，認真

動用「一國兩制」下北京的合理權限，積極主動的支持並參與香港的發展，從每年

北京領導人的工作報告與講話可以看見，北京治港政策更加全面且具體，相較於港

府內部政策上的難有作為，北京逐步建構一套由北京最高層直接領導香港事務的機

制，包括涉港事務的港澳辦與中聯辦都呈現一定程度的發展。此外，除了回應香港

的經濟問題外，也開始主導香港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面對港府管治能力的低落，

北京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和香港泛民主派的民主黨取得共識，讓香港的政改議題

得以有所進展。但可惜的是，雖然北京從不干預的「觀察期」到積極參與的「主動

期」，確實較過去更能引領香港解決眼前的難題，但隨著每一次北京新政策的施行

又會引發新的挑戰與問題，故而北京治港政策的調整只能取得有限的階段性成果，

這皆源自香港本身結構性與長期累積的制度性問題。而相較於香港，澳門在這十年

當中受益於CEPA與陸客自由行，從過去的東方蒙地卡羅逐步發展成中國的拉斯維

1 在1997-2003年的「觀察期」時間，北京對港的態度可以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的談話作為
參考，江澤民在200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五周年慶典上的講話談到：「今天的香港，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得到全面落實，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保持不變，廣大居民繼續以自己習慣

的方式生活。事實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完全行得通的，董建華先生及其領導的特別行政區政府

是具有駕馭複雜局勢的智慧和能力的，香港人是完全能夠治理好香港的。」（人民網，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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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不僅2012年的人均GDP達到74900多美元，高居世界排名第6位，其失業率也

下降到2％以下，其經濟的發展有目共睹，政治與社會上亦相對和諧穩定，不能否

認「一國兩制」確實有其特殊性。

2012年的18大會議絕對是大陸港澳政策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的16大與17大

會議報告，大致可以理解大陸對於港澳地區的發展基於對兩制的尊重，雖然積極主

導發展，但對於港澳特區的社會爭端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但2012年十八大，習近

平擔任報告起草組組長兼中央港澳事務一把手後，對港澳工作重點已展現了「質」

的變化，將港澳工作方針定調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自此大陸開

始以「國家安全」問題的視角治理港澳，進而衍生了「中央對港澳全面管治權」的

主張。縱然在「一國」與「兩制」間，大陸與港澳存在認知上的爭議，但習近平的

強勢領導已然透過行動一步步展示「一國」的絕對性，其對港澳地區未來的政治體

制發展無疑是沉重的壓力。

貳、十八大前港澳地區的發展與實踐

在港澳移交前，北京並未規劃完整的新政權建設方案，起初的想法還是接收

英葡政府所留下的政治體系，尤其香港在過去的港英政府經營下是獲得高度肯定，

因而北京的基本思路是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有制度與生活

方式五十年不變」，認為這樣不僅能平穩過度，亦較能穩定移交初期各界的信心。

但這是因為北京對殖民管治的性質與內涵不甚理解，因而作了過度樂觀的判斷，故

而當愛國商人董建華被委任為第一屆行政長官後，遂即發現他並未能如過去的港督

有效指揮香港的公務員體系，這顯示出北京對香港公務員體系的認知與判斷是有偏

差的。首先，華人官員作為統治者的經驗與能力被高估，雖然高階的華人官員在過

去港英政府時期執行政策上是傑出的，但缺乏政治領袖的應具備的視野與特質。其

次，事實上過去的殖民地政策擘劃還是仰賴殖民政府所培養的國家級公務員，他們

久經殖民地管治訓練，具備嫻熟的政治能力與技巧，這並非本地華人官員可以比

擬。再而，過去公務體系晉升的標準在於是否忠誠，能否澈底執行殖民政府的政

策，但對於官員是否具備創新思維、批判反省的能力並未被要求。此外，即使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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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非常優秀傑出的華人官員，但在各司其職的殖民政府體系內，他們也沒能充分學

習到全面管治的菁華（李彭廣，2012）。綜合來說，香港移交後北京對高度自治的

設想，在港英殖民地時期的管治團隊離港後，由於缺乏對制度的理解與人才的培

訓，香港實際上是缺乏完整的管治梯隊。因此在董建華任內，既缺乏管治團隊的輔

助，又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其政治局勢的低迷與社會的不滿可以想見。

但北京對香港移交後的整體發展相對還是呈現較樂觀的，尤其在2003年七一遊

行以前，幾乎沒有改變不干預原則的想法，即使董建華政府在管治上遭遇挫折，北京

仍然採用殖民時期的制度架構面對持續而來的挑戰，這其實難以為繼。2雖然北京沒

有指示與干預，但是董建華在第二屆任期始，為了能重整自己的管治團隊及增加行政

長官的威信，他在2002年實行了「主要官員問責制」，這是香港政制改革的一個嘗試

性起點，他試圖增強行政長官駕馭行政機關與公務員的能力，雖未能扭轉劣勢，但董

建華提高了對政治工作與分析的重視，也開啟了培育政治人才的管道。3但問責制施

行初期，部分官員表現荒腔走板，也近一步拉低董建華的聲望，或許在這不利的環境

下為了爭取北京的支持，董建華發表《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建議訂定

《國家安全法》，這嚴重侵犯香港社會對於言論和人身自由的認知，立即遭到社會強

烈的反彈。與此同時，SARS從廣東向香港蔓延，從2003年2月初爆發到6月底結束，

總共造成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香港輿論抨擊香港衛生單位隱瞞疫情，也對大陸

方面早知疫情卻未提前通報加強檢疫感到強烈不滿。而特區政府在此情勢下仍執意

表決二十三條立法，引發七月一日的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這不僅代表民眾對特

區政府整體表現的失望，轉而希望更快的推進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全面普選，也嚴

重衝擊董建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為他的提前下臺埋下伏筆。而這樣的發展令北京

的新領導人訝異並感到不安，也讓北京重新思考治港政策，開始轉變過去的不干預

2 香港的政治體制無論是在殖民統治時期或是在回歸後都可以形容為「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原因
是港督與行政長官都擁有龐大的制定政策和人事任免的權力。但根據基本法的設定，香港特區的

政治體制為一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但又有著立法制衡與配合，及司法獨立的政治

體制」（劉兆佳，2013）。
3 在問責制下，改變了過去以公務員為主的格局，行政長官可從公務員隊伍內外物色德才兼備的人
士，提名報請中央政府任命他們為主要官員。他們不再是公務員，而是以合約制聘用的主要官

員，任期五年，但其任期不會超過提名他們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在任期之內他們各自負責由行政

長官制定的政策範疇，統領所轄部門的工作，制定政策、解釋政策、為政策辯護，爭取立法會和

市民大眾的支持，並且為其政策的成敗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劉兆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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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有鑑於SARS對香港帶來的傷害，為了拯救香港的經濟、穩定社會民心，北

京與香港簽訂了「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

ship Arrangement，CEPA），除減免三百七十四項香港產品的關稅，容許香港服務

業在大陸開業，亦開放「自由行」，確實對香港的旅遊業、金融業、服務業產生助

益，順利協助香港擺脫多年的經濟衰退，卻也加速了陸港經濟融合的進程。除了

CEPA，北京近一步思量如何將香港的發展與廣東掛鉤，以便加速兩地的整合。北

京一方面要求推動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持續召開，另一方面則由國家發改委發布《珠

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將港澳未來的發展與廣東省密

切結合，香港的經濟發展已逐步由北京主導（王慧麟，2011：192-194）。

2005年3月，董建華以個人健康因素請辭香港行政長官，轉任全國政協副主

席，其剩餘任期則由政務司長曾蔭權接任。曾蔭權特首的名言是「做好這份工」，

從他就任特首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可以理解，「如何強化管治能力、創建和諧社會

和全方位發展經濟」是其核心價值，此外面對2003、2004年連續兩年數十萬人的上

街遊行，「留意貫徹法治原則」、「以民為本施政，力求貼近民意，以民為本」是

其穩定社會的口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5）。過去在董建華時期，香港公務

員對於和大陸在合作上顯得意興闌珊，甚至是部分的抗拒，但自CEPA執行後確實

對香港帶來經濟上的貢獻後，香港社會上下確實已然明白與大陸進行經濟合作的必

要，為此曾蔭權政府在政制事務局內設立內地事務聯絡辦公室，作為協調與統籌香

港與大陸合作事宜的專責單位。自此，香港益加的積極推進與大陸之間的廣泛合

作，不論是中央的五年工作計畫亦或是廣東省倡議的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合作計畫，

香港多積極響應（鄭宇碩，2013：4-5）。在這一段期間，香港的金融業成長速度

驚人，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製造業在1980年代北移大陸後，經濟需要尋找出路，金

融與地產成功取代製造業，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核心；另一方面是隨著中國大陸的

改革開放與全球化風潮的席捲，對恪守法治的香港完善了金融發展的基礎（陳智

傑，2010：221-226）。董建華政府上臺之初也曾意圖發展金融產業，可惜遭遇亞

洲金融風暴的襲擊，只好放棄計畫；但曾蔭權政府則是幸運的在天時地利人和的狀

況下戮力於發展金融業，成功將香港打造成全球金融中心，而這樣的發展在受到北

京肯定之餘，卻也造成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與社會更加分化，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

嘯之後，中下階層與剛就業的年輕人受害幅度更大，致使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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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益加不滿（余嘉明、李劍明，2013：80-90）。

相較於伴隨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矛盾，更令北京憂心的是香港出現的本土意識；

基本上，香港本土意識的內容相當複雜，造就港人身份認同混和著全球性、民族

性、本土性（黎熙元，2010：116-121）。也就是在如此流動的氛圍中，身份認同

開始在香港出現不同的認知與詮釋，透過比較1966年香港發生以絕食抗議的行動反

對天星小輪漲價之舉，與2006年反對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拆除運動便可理解，香港

本土意識的醞釀或許早從1960年代即已展開。只是隨著時代變遷，引發的社會討論

焦點也有所差異，但當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不滿，並且以主體意識做出發點對政府進

行抗爭時，即可能透過投射在社會運動過程中的自我認同感，進一步強化本土意識

的影響力。自1966年的天星小輪漲價抗爭開始，突顯出的不僅只是向政府宣示捍衛

港人政治權利的行動，政治意識由此透過運動進而演化出認同符號，並且體現出香

港居民集體文化的獨特性，作為港口城市，碼頭代表了一種庶民生活習慣與文化，

在爭取保護碼頭建物的同時，也象徵對自我集體記憶內涵建基的萌芽（羅永生，

2013：85-103；李祖喬，2013：125-136）。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陸客大量湧入改

變了香港的街貌、大陸遊客搶購民生用品、陸港跨境建設的啟動，更刺激香港民眾

亟欲保障自己的生活空間與方式，過往這些地區的保育運動，亦從社區議題逐步發

展成全港的議題，參與人數也急速的向上攀升，從2007年佔領皇后碼頭運動的500

人、到2009年反高鐵運動的8500人、2012年反國教運動的9萬人；雖然這樣的社會

運動浪潮不足亦讓港府就此讓步，但群眾對集體行動的認知已經被挪動，這些對文

化保育政策的關心、對社區發展的關懷、對公共政策的關切均轉化成是守護公民權

利與塑造身份的核心（鄭煒，2018：42-53）。但有趣的是，在政府高唱陸港融合

及本土意識抬頭的氛圍下，香港社會反而對中國的局勢日益關心，而香港社會所關

心的不再只是經濟上的商機，對於政治與人權的現況成為關注的焦點，而這種情懷

也逐步反映在香港社會每年參加「六四」晚會的人數上，而2009年曾蔭權在立法會

對於「六四」事件的失言，亦激起社會的反感。曾蔭權政府顯然忽視了一種在青年

人之間重新尋找香港價值與生活方式的本土意識的發展趨勢，仍以其傳統功利式的

觀點詮釋陸港關係，仍然以強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作為對本土意識的回應，終而導

致陸港兩地社會的劇烈摩擦，甚至是激起「香港人」身分對抗「大陸化」的論述，

這對後續香港的發展來說顯然是影響深遠的（陳智傑，2013：25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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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社會與經濟議題上對政府所產生的不滿，再加上政改始終無法向前邁進，

2007年北京人大常委會否決香港2012年實行雙普選的可能，激起部分泛民主派的年

輕人開始選擇採用激進的方式爭取普選。香港社會民主連線於2009年提出在五個直

選區各派一人辭職，藉由之後的補選啟動變相公投，透過選票和民意向港府與北京

施壓，是為「五區公投」。但可惜由於泛民主派內部未能擬具共識，而建制派亦對

補選冷處理，最終五區補選投票只有17.19％，難言成功，但卻讓激進民主派更加

團結。但有感於香港社會的壓力，在五區公投後香港中聯辦邀請以民主黨為首的溫

和民主派商討政改方案，最終達成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增加五個直選及五個功

能組別的直選席次，相關方案並在曾蔭權提交立法會後表決通過。雖然這樣的結果

就溫和民主派來看是香港民主與普選的實質性進展，但激進民主派卻認為溫和民主

派與北京私下妥協，出賣香港市民，進而在2010年末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對溫和民

主派參選人十型干擾性報復，最終泛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令區議會選舉近

乎由建制派所掌握，也讓泛民主派失去對曾蔭權政府的制衡力量（徐承恩，2017：

488-493）。

對比香港紛雜的政經環境，澳門自1999年移交後在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管治下

呈現相對的穩定與和諧，在北京的支持下何厚鏵政府上任後針對社會治安與貪腐問

題進行了強力的改革，不僅比照香港建立廉政公署，也將過去互不隸屬難以合作

的保安司與司法司合併，同時加強與大陸和香港的情報交流，有效的打擊犯罪，一

掃澳葡政府時代末期黑幫橫行的社會亂象，治安的迅速好轉為其奠定執政的基礎。

與香港的發展情況雷同，由於澳門的製造業在1980年代逐步轉移到珠海地區，其佔

生產總值的比例快速下降，連同金融、批發及零售業都萎靡不振。2001年底，澳門

特區政府作出歷史性的抉擇，呼應社會改革要求實行賭權多元化政策，策略性引進

外資和國際競爭機制，逐步建構出博彩旅遊業一枝獨秀的發展。4隨著博彩業新時

4 澳門賭博業發展自1961年，葡萄牙政府接受澳門總督建議，頒布法令准許澳門以博彩業作為「特
殊娛樂業」，這是澳門賭博合法化的開始；1962年以霍英東、何鴻燊、葉德利為骨幹的澳門旅遊
娛樂有限公司取得專營權，從此博彩業成為澳門經濟的主角，從該公司的博彩稅變化自1962-2002
年的四十年時間裡，從316萬元，成長2412倍，達到76億4千萬元澳門幣。2002年澳門政府開放競
標，由何鴻燊旗下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美國賭王史蒂芬‧永利為首的永利度假村（澳門）

股份有限公司、港商呂志和與威尼斯人集團合作組成的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專營執照，

而後又得到澳門政府給予轉批權，上述三間賭場共分拆3張副牌給了美高梅集團、金沙集團及新濠
博亞集團，澳門博彩業也進入六雄爭霸的多元時代（王五一，2005：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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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來臨以及2003年大陸開放自由行的助益，澳門的GDP呈現跳躍式的成長，在

2006年時不僅營收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人均GDP總值首次超過香港，達22萬澳門

元；更在2007年，達到29.2萬澳門元（約3.6萬美元），超越新加坡、汶萊、日本，

成為亞洲最富有地區。一度沉寂的酒店業、餐飲業、娛樂業、服飾業、珠寶業、手

信業甚至房產建築業、銀行保險業、交通運輸業重新走向繁榮；但經濟上高度依賴

博彩業的澳門，實質上也造成其他產業發展空間有限的問題，逐步惡化了澳門的人

力配置、物價狂飆、貧富差距、住房不足等問題，進而導致社會嚴重矛盾。但澳門

不若香港，在政治上從沒有真正的反對派，尤其在何厚鏵政府執政的十年間，雖曾

爆發特區政府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反映出澳門法制建設的不足，但卻不

影響澳門社會的穩定發展。2009年，時為社會文化司司長的崔世安，在沒有挑戰者

的情況下當選第二任特首。崔世安政府有鑒於澳門的微型經濟與結構單一，為使經

濟結構適度多元化，一方面致力於配合北京《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所定位的角色，加強與大陸的多元合作，包括強化珠澳跨境工業

區的建設、聯合開發橫琴島計劃和CEPA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合作；另一方面則是

扮演中國大陸與歐盟及葡語系國家的合作橋樑，在北京的支持下創立了「中國―葡

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構建以經貿促進發展為主題，面向葡語系國家的多邊經貿

合作機制（齊鵬飛，2015）。整體來說，澳門在移交後由於「一國兩制」的特殊性

得到北京高度的支持，亦因其獨特的歷史及文化，發展出有別於香港的社會面貌，

成為北京港澳政策中璀璨耀眼的代表作。

參、十八大後港澳地區的管治與挑戰

2012年香港的第四屆特首選舉，其選舉過程不僅震撼了香港各界，也讓北京對

於開放普選更加戒慎恐懼，進而加速其對港政策的調整。雖然北京人大否決了2012

特首的普選，但面對曾蔭權政府末期的無能，造成社會分會與管治威信的持續下

挫，迫使北京重新思索香港行政長官與管治團隊的組成，雖北京原屬意商界支持的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但由於香港社會當時正籠罩在質疑社會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年輕

人缺乏發展機會的氛圍中，北京擔憂商界出身的唐英年無法獲得社會的支持，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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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代表專業背景且白手起家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共同在體制內角逐特首一職，

期待梁振英的陪跑讓唐英年更具當選的合理性。但出乎北京意料之外的是，特首之

位的競逐不僅唐梁的競選團隊互揭瘡疤、造成建制派中傳統左派與工商界的分裂，

更讓社會對北京主導這次特首的「小圈子選舉」感到失望。雖然最終梁振英在慘烈

的競逐中得勝，但唐英年指責他立場極為親共，並缺乏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核心

價值的基本尊重，也讓梁振英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在當選後就需要面對一個沒有

蜜月期的執政挑戰。

回顧梁振英執政的五年任期內，梁振英很清楚在其「社會低民調、選舉低得

票、建制派內部低凝聚力」的狀態下，必須要能針對前任特首的不足處大開大闔才

能穩定執政，因而他首份的施政報告名為「穩中求變 務實為民」，積極推動多項

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的措施。首先是以房屋政策為「重中之重」，提出短、中、長

期增加房屋供應的措施，並重新啟動凍結十四年的長遠房屋策略檢討，想方設法增

加土地供應，回應社會最在乎的「上樓難」的困局。梁振英政府的房屋政策展現致

力壓抑投機的決心，一方面努力增建公屋，在其任內完成6.8萬個單位，另一方面

也致力提供私有房屋，與上屆曾蔭權政府相比，增加了45％；但香港房屋數量成長

遠遠供不應求，不僅公屋輪候時間拉長至4.5年，私人房屋價格更是不斷上漲，也造

成「劏房」、「麥難民」等特殊現象持續增加。平心而論，香港房屋與土地供應政

策長期來是社會最爭議的焦點之一，所涉及的面向包括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但是

在曾蔭權政府任內迷信「房地產市場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基礎」，採取「穩定樓市」

政策，土地供應長期減少、房屋供應數量相應下跌，而香港政府卻標榜「小政府，

大市場」，實際上是以政府政策扭曲市場，徒然圖利地產開發商，「地產霸權」和

「官商勾結」的印象不脛而走，民怨積累醞釀，雖梁振英五年之功也難有起色。

其次，在社會政策上梁振英政府重設扶貧委員會、設立貧窮線，推行在職低

收入家庭津貼、長者生活津貼，但社會更加關注的「標準工時」、「取消強積金對

沖」還是難有進展，而「全民退休保障」更是在諮詢期後就胎死腹中。整體說來，

自董建華政府到梁振英政府，三任行政長官對社會政策的作法多是視當時的經濟

狀況與社會需要才擬定相對應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在香港財政條件狀況允許下，才

會回應社會的要求。尤其在曾蔭權政府「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下，傾向讓市場

機制自己推行社會服務，更造成收入和分配的兩極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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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的「適度有為」反轉了香港政府過去的「積極不作為」，確實有助於緩和

社會壓力，但未有整體理念的表述，還是只能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面

（周永新，2017：13-15）。最後，在經濟政策上，梁振英「適度有為」的思維展

現在加強政府職能上，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金融發展局」及「創新及科

技局」，希冀讓香港政府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角色，強化香港產業發

展與競爭力，並期待用經濟發展解決民生問題。其執政的五年間，香港經濟持續

穩步增長，失業率極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日趨鞏固，包括「滬港通」與

「深港通」先後落實，人民幣離岸中心和資產管理中心的建設漸趨成熟（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2016）。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曾蔭權政府的配合大陸經濟發

展規劃，梁振英政府則是主動積極參與大陸的經濟計畫，包括亞投行、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等，都讓香港的經濟發展朝陸港融合方向加速傾斜，更讓港人心中不

是滋味。

而梁振英任內雖有意逐步化解香港長期的深層次矛盾問題，甚至在涉及陸港社

會矛盾的「雙非嬰兒」、「限奶令」、「港人港地」、「自由行一週一行」等議題

上體現「港人優先」的施政原則，但政治上由於上有北京的期許與壓力，下有建制

派的分裂與泛民主派的不信任，他始終難以扮演陸港兩地溝通橋樑的角色，自然其

特首應具備的功能就難以發揮。尤其2013年10月他宣布成立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由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針對「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及「2017年香港行政

長官選舉產生辦法」進行為期五個月的諮詢，政改首輪諮詢以「有商有量，實現普

選」為主題，更安排香港立法會43位建制派及14位泛民派議員訪問上海，但政改涉

及管治的權力問題，諮詢意見的百花齊放也刺激著北京的敏感神經。2014年7月的

諮詢報告出來前先是有6月10日北京發表二萬三千字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踐》白皮書，5而後的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

5 內容大篇幅介紹「一國兩制」制度背景，強調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白
皮書強調中央政府擁有香港「全面自治權」，和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力；香港的高度自治

權並非固有，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高度自治權非完全自治亦非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

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

力」。對於未來的政改發展，也明確表明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治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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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的決定》更是對香港政改的一槌定音，6遂而引發了為期79天的「佔領中環」

運動。

在這場「六七暴動」後香港最大的政治抗爭事件，起源自佔中三子（香港大學

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健民及基督教傳教士朱耀明）

提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理念，原本希望可以作為與北京談判普選的戰略武

器。雖然在《基本法》中規定特首候選人必須經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按民主程序產生」，但提名委員會如何產生？按什麼樣的民主程序？一直是

長期爭論所在。因此在港府進行政改諮詢期間，戴耀廷等人透過網路電子投票讓近

80萬人參與投票，選出三個具有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清楚表達不會接受由北京操

控、以特權人士為主的提名委員會方式；但是在北京公佈「831決定」後，原本的

提名委員會和公民提名兩種方案差距實在太大，不滿的心態自此爆發。但這場活動

由原本佔中發起人預期的全民性社會運動變成以學生及青年人為主的運動，產生遠

非當初預期的結果。探其根由乃是因為在香港社會群體中，青年族群是相對剝奪感

最深的一群，他們對自己的未來、社會資源的分配、陸港關係的走向都充滿了焦慮

與不安，最終期待可以透過「真普選」改變現在的政經結構。但傳統的政治攻防總

是你來我往、耗時甚久，青年學子對於佔中三子及泛民主黨派在政改中的推遲與不

作為感到不耐，認為書生議政的方式終將無法爭取民主普選，加以受到臺灣「太陽

花學運」的影響，轉而積極發起罷課活動。先是大專罷課而後發動中學罷課，約有

3千多名學生先後加入罷課活動並在政府總部前集結抗議；而後學運領袖黃之鋒等

人因港府驅趕抗議學生的行為轉而衝撞政府總部被捕，開始引起社會更多的關注；

而港警誤判形勢，希冀使用催淚彈逼退群聚的抗議民眾，也讓十數萬的民眾捲入這

場改變香港甚深的社會運動。對於國際媒體將佔中運動稱為「雨傘革命」，佔中的

參與者卻小心的避免使用「雨傘革命」一詞，畢竟這是一場追求政制改革的跨階層

社會運動，雖重視來自國際媒體的關注，但也要提防被貼上「顏色革命」的標籤。

畢竟面對敏感的北京，「運動」與「革命」兩者間有截然不同的意涵，尤其「六

四」殷鑒不遠，沒有必要挑戰北京的底線。

6 831決定中明確規定提名委員會人數須按照現時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同等比例，維持1200人組成，
提名門檻是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特首候選人數目定於二至三人，如特首普選未獲法定程序通

過，2017年特首選舉會繼續沿用2012年特首選舉產生辦法（一般報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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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運動最終以和平清場畫下句點，除了因為香港本地和國際間的高度關注阻

止了暴力衝突的可能，特區政府避免濫權的自制、透過法院限制抗議範圍與時間的

舉措也是重要因素。但運動結束後，梁振英特首角色的功能更加受到社會的質疑，

從基本法的設置來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角色其實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委任的特區首長，而另外一面又是香港民眾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但長期

來，由於特首選舉的制度設計，讓每任特首都只意識到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須對北京負責的面向，卻忽略了他們也是民選的政府首長（雖

然是小圈子的間選）有其為民喉舌的義務，這是目前香港「一國兩制」架構下極大

的盲點，更是此次佔中運動直擊的核心問題。「一國兩制」雖是「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但歷經兩任特首的發展後，隨著北京的高度介入，香港的政改議題逐漸超

越行政長官權力能處理的範圍。特別是北京發佈「831決定」後，特區政府更是失

去捍衛政改的自主權利，只剩下操作技術性問題的空間，例如對佔中學生釋出願意

對話的善意、限制警方粗暴的驅離手段等。梁振英深知此時向北京展示忠誠較解決

香港的矛盾更為重要，其言行始終緊跟北京路線，7更全力抨擊本土分離主義，激

起更多爭議。梁振英的選擇除了令北京與香港矛盾情況更為惡化外，也讓2015年的

政改法案遭到否決，更促使本土派、激進派快速崛起並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突

圍而出取得議席。而北京為打擊分離主義決定出手干預，透過司法覆核撤銷六名

議員的議席，導致在立法會人數不足1/3失去行使否決權的泛民主派議員透過「拉

布」干擾政策的通過（莊金鋒，2013：162-168），香港行政長官與特區政府的管

治效能更加低落，香港進一步陷入無盡的惡性循環。

2016年底，梁振英宣佈不再競選連任，北京選擇支持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出馬

參選香港第五屆特首，並在2017年3月林鄭月娥以777票之姿擊敗辭任財政司長的曾

俊華及前法官胡國興，被認為是建制派的重新整合與北京統治威權的彰顯。而就

任後的林鄭月娥政府以「一起同行、擁抱希望、分享快樂」作為其首份施政報告的

主題，不難想見其目標是希望能以溫和路線修補梁振英政府五年執政下分化撕裂的

香港社會，但面對北京治港的管控越趨嚴密以及加緊而來的陸港融合問題，其挑戰

7 梁振英強調：「修改基本法或要人大常委會撤回決定，這些都不是務實或符合香港憲制框架的做
法；政府不存在讓不讓步的問題，有關的法律依據點一直都清晰一致，不能違反基本法及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一般報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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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大矣。而林鄭特首在就任一週年以來，面對後「佔中」時代嚴重分歧的政局以

及邁向兩極化的社會，雖也曾對泛民主派表達其善意，謀求合作的可能；但另一方

面在北京的壓力下卻也不得不對快速崛起的本土主義或分離主義以霹靂手段展示其

捍衛「一國兩制」的決心。從2017年包括梁頌恆、游蕙禎、梁國雄、姚松炎、羅冠

聰及劉小麗等六位議員被褫奪議席後，後續辦理的補選進程就顯示出全力打壓本土

主義或分離主義的作為，港府透過選舉事務處主任按《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

序）（立法會）規例》，審視參選人過去的其言行及紀錄，考察其是否擁護《基本

法》，做為衡量能否參選的標準，故而包括劉小麗在內的許多本土派人士皆在補選

提名階段便被打上回票，又再一次激發社會爭議。過去，負責行政事務、本應政治

中立的選舉主任絕不可能自發地去對參選人進行政治審查以及限縮參選資格，但如

今的事實證明，北京與港府要通過DQ（Disqualify），給香港政治工作者與社會明

白北京的紅線，即任何人不能支持或傾向港獨。港府除限縮特定人士的參選外，也

對「佔中」後接連出現以追求「港獨」為目標的組織展開打壓，香港警方行使《社

團條例》第8條，以「維護國家安全、公眾安全及公眾秩序」為理由，成功讓保安

局長李家超正式刊憲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這是香港主權移交後首次引用相關

條例，過去主要是用來針對黑社會組織及港共組織，這也讓社會質疑是否限縮了港

人的言論自由與人權（一般報導，2018）。但諸多作為也代表了，即便北京也清楚

「港獨」是個偽命題，但北京對於國家領土完整之理念的堅持以及維護國家統一意

志之堅定，縱使是偽命題，北京依然視之為禁忌，務求「一國兩制」的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對香港的控制只會增加而不會放鬆。從目前北京與港府的統治作為看

來，對於「港獨」是採取零容忍政策，此外亦試圖透過加強和改善意識形態工作來

爭奪輿論主導權、強化中資對香港經濟社會的影響力、對傳統泛民與本土派或激進

派採取區對待，希冀剷除「港獨」滋生的土壤（黃海，2018：453-457）。但北京

仍應清楚認知到，不應把所有香港本土意識都看成是「港獨」意識，亦或是過度定

義「港獨」的界線，進而擴大對香港制度運行的干涉，這無益於林鄭特首未來的和

解路線。長期來看，香港目前運作的政治制度，雖無法讓所有人滿意，但仍受到多

數民眾的支持，是政治制度賦予了政治領導者社會的認同感，而非政治領袖或是團

體賦予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劉兆佳，2017：25-27）。香港社會更在乎的是務實及

整體利益，林鄭特首未來若不能促成香港政治與社會的適度和解，讓社會對制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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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信心，則其民望支持度肯定將步上梁振英前特首的後塵，必然也將對「一國兩

制」帶來更大的傷害。

回望澳門，2014年5月發生移交後最大規模的抗議事件，約有兩萬人上街反對

澳門特區政府提案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

而後更有約莫七千人包圍立法會；由於該法案主要內容包括確認行政長官及主要官

員的福利制度，亦包括對行政長官賦予刑事豁免權，被社會認為是政府高層自我圖

利及免責的象徵。尋求連任的澳門特別行政長官崔世安亦在感受到壓力後，除宣佈

撤回法案外另表示未來提案前必定先作公開諮詢，這個轉折也促成了日後澳門政府

官員大幅的重組。事實上，即將邁向第二個5年任期的崔世安特首本來即面臨著不

少挑戰，包括逐年下滑的博彩業收入、產業難有創新，以及民眾對於民生問題和政

治改革的訴求，尤其在香港「佔中運動」的風起雲湧後，似乎也吹縐了澳門這一池

春水。回顧澳門的管治模式，北京採行的方式是攜手當地的世家及愛國商人，由他

們組建團隊領導公務員體系，北京再給予經濟回饋作為報酬，在移交後的十來年得

到良好的效果，澳門的社會與經濟面向都相對穩定發展。但隨著大陸飛躍式的成長

帶來大量的商機，北京給予這些家族及商人的優惠成了暴利，尤其澳門的經濟發展

結構較為單一與封閉，更加突顯了不公平的分配機制。近年來澳門社會各界開始關

注潛伏的挑戰，從輿論中不難發現其社會爭議包括政治權力過度集中於少數權貴家

族、公務體系在現代化及法制化建設遲緩、物價和房價的不斷上漲加劇貧富差距、

產業的單一化使經濟抗風險能力差且缺乏可持續性等。隨著社會進步發展，年輕一

代教育水準與眼界的提高，青年人一方面對澳門未來的發展感到迷惘與擔憂，另一

方面也勇於表達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因而積極透過參政與遊行抗議表達訴求。

因而面對新的社會發展情況，崔世安特首就任後立即針對特區移交後十五年

從未更迭的主要官員進行改組，期待能回應社會對變革的需求。從其人事佈局可以

看出，在北京日漸強調「依法治國」的訴求下，此次澳門的人事任命中大量起用法

學背景人士，約半數高官具有法律學士、碩士或博士的學位，有助於改善過去「無

法可依、有法不守」的施政狀態。此外，約有半數高官是在大陸出生和接受大專教

育，其原因一來是因為澳門社會屬於移民社會，多數人才是1980年代後才來到澳門

的新移民及其後代；二來，在1987年中葡兩國簽署有關澳門前途的《聯合聲明》

時，澳門沒有足夠的本地華人足以支撐未來主權移交後的澳門政府，因而北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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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澳門的人才，表現優秀的本地基層公務員陸續被送到葡萄牙及大陸進修，此一

世代經過多年磨練後被拉拔上臺扮演重要角色；這批具有大陸人脈關係或求學經驗

的澳門官員或許更容易掌握北京的政策方向，也有助於推進陸澳關係的發展，落實

北京「一國兩制」的承諾。

而2015年底，在澳門移交16周年前夕，北京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澳門特別

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草案）》，首次為澳門劃定水域和明確陸地界線，澳門管理海

域從澳門陸地向東南方向劃定，面積為85平方公里；同時將珠海租借給澳門使用的

關閘邊檢大樓地段劃入澳門特區，讓原本只有30平方公里大的澳門，海陸面積增加

近3倍。在明確水陸範圍後，政治上將促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完善基本法的運作，履

行職責、依法治理相關區域。經濟上，由於過去澳門經濟過度依賴博彩業，近年來

北京在「十三五計畫」中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在此背景下，拓展澳門水域發展空

間，將有利特區發展海上航運及水上休閒項目，並搭配北京「一帶一路」的發展戰

略，讓澳門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可以提供服務，其意義不亞於2001年賭權開放。可見

北京的港澳政策，對於凡事順應北京旨意的澳門，視需求與發展給予較多的關愛與

支持，以突顯「一國兩制」實踐上的不同。

肆、十八大前後港澳政策的對比與因果分析

前文曾提到，香港移交後北京的治港政策，歷經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觀察

期」的不干預原則，以及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主動期」的積極參與，雖有調整仍

不脫「一國兩制」的基本認知；但香港移交後的社會、經濟、政治關係變遷迅速，

加以大陸本身變遷亦甚劇烈，構成香港管治上的複雜與陸港之間的矛盾，對香港

「一國兩制」的實行蒙上陰影。而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上臺，由於他過去曾擔任港

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就任後著眼於建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而對香港有不同

的期許，其治港理念的原則可以從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

皮書中所提的「全面管治」作為起點；而2017年中共十九大時，習近平在工作報告

中針對香港的講話，可歸納為其管治理念的內涵：（一）總結五年工作新進展，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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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二）將一國兩制納入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要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三）展望

一國兩制發展藍圖，有序推進民主，讓港人共同承擔中華民族復興歷史責任。回顧

「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的制定精神，原本的設計是希望實現「兩制」之間

互惠互利的雙贏安排，讓香港可以維持原有的繁榮，五十年不變，又能夠對中國大

陸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作出貢獻。但這樣的制度安排隨著中國國力的快速崛起，告

別了韜光養晦的時代，逐步邁向區域強權後，「一國兩制」中「兩制」的差異已然

從單純的經濟制度的差別轉為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的差別。如何在「一國」的框架

內，尋求「兩制」和諧共處、相互尊重的關係，是未來香港與北京不可迴避的課

題，這不僅需要香港社會以多元發展角度重新思考，更需要北京放下傳統主權本位

的思考模式重新定位。

要比較北京治港澳政策在十八大前後的不同，以及習近平「全面管治」思維

的落實，基本上須從北京看待國際現況與香港發展兩個角度進行探討。前者自2012

年中共十八大領導人更迭後，北京第一次提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的基本宗旨

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代表北京治港思維的改變；而習近平上臺

後所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更把外交部到港澳辦都涵括在內，對港政策和對

美政策被北京高度掛鉤，便於以更高層次進行管控，足可見北京對香港局勢的不放

心，更認為外國勢力會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因此對港政策與立場被放在中美角

力的高度，不能忽視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可能性（葉健民，2018：238）。尤其

在2010年末北非的突尼西亞發生茉莉花革命後，2011年2月在大陸與港澳都有民眾

響應，讓北京對於1980年代以來，發生於中亞與東歐地區，民眾以擁護自由民主與

普世價值，通過非暴力手段來抵制國家的現任政權的「顏色革命」產生一定的警覺

心。事實上，當年香港2003年七一遊行五十萬人上街後，為何造成胡錦濤改變對港

政策，可以說是基於對「顏色革命」的策略性反應（陳至潔，2010）。而2011年當

美國宣佈其未來十年必須在外交、經濟、策略上鎖定於亞太區域，展示重返亞太區

的政策與決心後，北京即謹慎看待，深恐美國在香港透過「深層次矛盾」、「互聯

網」、「大規模參與式民調」、「宣揚普世價值」、「與外國友好的政治菁英」等

因素進行顏色革命（沈旭暉，2012）。但2014年由政改而起的「佔中運動」，北京

定調此乃以美國為主的外部勢力介入香港政治發展（一般報導，2014），雖遭到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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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運動人士的嚴正否認，但北京從此更加負面看待政改發展，並積極加強對港的管

治，對於在港的外部勢力亦將強化管制與遏制（張建，2018）。

從香港的內部發展而言，北京不難找到加強全面管治的充分理由。第一，前

文曾提及，香港過去三屆特首的表現不如人意，致使社會分化、衝突不斷，雖有高

效的公務體系，但缺乏有效的領導，亦無長遠發展的目標；而澳門移交的發展雖

令人驚豔，但仍缺乏政策擘劃的能力，高度依賴北京的政策支持；而港澳在發展上

又存在相似的限制，諸如土地與資源的不足。在多番思量後，北京認定港澳政府沒

有全面宏觀進行政策擘劃的能力，最好的解決方式是由北京來操刀，港澳政府只

要按規劃執行即可。人大「831決定」可以看成是習近平為香港政治發展而進行的

「頂層設計」，由北京為香港人量身訂做，直接確定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呂秉權，

2018）。當中央在「港獨」問題上劃下清晰而不容挑戰的底線後，接續由經濟民生

入手，循序漸進解決港澳的深層次矛盾，包括經濟結構與就業市場的矛盾，以及土

地供應和房屋需求的矛盾。因此，中央未來的港澳政策方向，是更積極地推動港澳

參與大灣區建設，大灣區被北京視為珠三角經濟帶未來30年持續發展戰略，整合大

陸與港澳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這個過程若持續三十年，正好是「一國兩制」所承

諾的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時間點（陳立諾，2018）。對港澳而言，大灣區所進行的要

素整合與產業發展對港澳的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同時隨著大灣區未來有機會提供便

利生活（包括：國民待遇、老人安養、合辦醫院等）、友善的營商環境（青年創業

中心、較低稅負、相互職業認證、行政手續簡化等）、創新開發（發展智慧產權、

成立研究基金、促進專業服務發展等），當工作權與居住權得到照顧，相信對解決

港澳的社會問題以及彼此間的社會矛盾將會產生正面的助益。而北京的在香港政經

發展上的「頂層設計」若能逐步落實，更可以在不跨過「一國兩制」界線的原則

下，完善在十九大報告所提兩制及兩權的「有機結合」。

第二，從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長期進行的港人身分認同民調中可以清楚的發

現，自1997年移交至2018年的二十一年期間，受訪者對「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指

數明顯走強，逐年遞增屢創新高，相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分的認同程度

卻遠低於其他身分；如果按照一般研究方法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分二元

對立比較，67%認為自己是廣義的「香港人」，只有30%是認為自己為廣義的「中

國人」；以年齡群組作比對時，更可看出特別的變化，在18至29歲群組中，認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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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廣義的「中國人」比率，則由十年的41.2%，大跌至目前的3.6%（香港大學民

意網站，2018）。北京認為香港年輕一代的身分認同問題是教育問題，自2007年國

家主席胡錦濤視察香港並發表講話時即強調「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而

後2010年時香港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在中小學設立獨立的「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幫助香港學生更快地建立起國民身份認同。但2012年公佈的國民教育

科內容由於遭到香港社會質疑有洗腦之嫌，引發數萬人遊行抗議，迫使港府擱置相

關課程的安排。對北京而言，在2014年爆發「佔中運動」以及香港社會本土意識不

斷高漲之際，盡速推動香港中小學的國民教育是必要手段。根據中國教育部2017年

所公佈的《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將「支持港澳加強青少年

學生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加強內地與港澳在師資、課程、教材、教學、考試

評價、督導等領域合作」納入工作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7），並將中

國教育部與香港教育局的例行會議升格為一年兩次的「會商機制」，明確要求進行

一年兩次的針對課程教材、考試評價、教師隊伍建設、政府管理等具體內容的「會

商」。顯示出，北京的全面管治在香港的教育問題上，已不再純粹透過交流和合作

來達成北京的目標，轉由北京對港澳的教育工作直接交付各項任務，移交相關單位

落實（楊庭輝，2017）。

第三，北京對於香港的建制派與管治團隊的控制力下降，實有重新整頓的需

求。自2012年特首選舉造成建制派分裂後，北京一直希望可以重新整合建制團隊，

但支持唐英年失敗的商界人士卻始終反對梁振英的執政，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誠家

族在2012年後逐步撤出在香港與大陸的投資，表達對梁執政的憂慮與不滿。自由黨

黨魁田北俊亦是長期反對梁振英，更在佔中運動時呼籲梁振英自行辭職，最後遭到

北京褫奪其全國政協委員職務。甚至梁振英最後放棄競選連任，亦是遭遇反梁聯

盟甘冒大不諱結合泛民誓言拉下梁振英的壓力下，北京只能轉而支持林鄭月娥。

面對2017年特首選舉，因有2012年的前車之鑑，北京努力勸退其他建制派的參選

者，但曾俊華及葉劉淑怡的執意參選，也說明了北京對建制派團隊的影響力大不

如前（李芄紫，2017）。第四，隨著本土意識的快速發展，激進的政治勢力亦迅

速崛起，8尤其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在直選議席上以民主自決為口號的朱凱

8 2016年立法會的激進勢力可以分為本土派與自決派，前者立場倡議香港獨立、反對中共集權統
治、不與傳統民主派合作，後者則是主張香港事務應透過民主自決、不反對與民主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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廸取得84121票成為本屆票王，而自決派與本土派合計拿下41萬張票、取得六個議

席，這不僅改寫了原本香港的政治光譜與版圖，更是對北京不滿的一種表態。另外

在2017年特首選舉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上，非建制派的成員在1194個席位中總共取得

327席，並且成功提名曾俊華與胡國興兩位候選人參與選舉，雖仍難以影響最後的

選舉結果，但同樣表達了香港社會在無法取得特首普選的狀況下，不會放棄每一個

爭取的機會。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香港社會對普選所爭取的是可以選人，但北京堅

持的是選對人；以特首人選的標準來說，201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

員喬曉陽的講話清楚指出，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而立法會議

員的標準則是不能擁護《基本法》者皆不適任，例如鼓吹港獨或是以其他形式牴觸

《基本法》的人士。因此，北京不僅立即拉下本土與自決派的議員，更以最嚴格的

標準對候選人進行篩選，以維護北京的「全面管治權」。

伍、港澳地區未來的展望與前景

過去珠三角地區的發展與啟動是來自於改革開放後的「前店後廠」、「三來

一補」，香港以較先進的管理水準與雄厚資本的優勢，透過與擁有廉價土地和勞動

力的珠三角洲互補長短，奠定了當前珠三角經濟圈的基礎。如今的深圳、廣州與珠

海早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尤其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基地，近年來佈局戰略性

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得到不錯的基礎，加上擁有優秀的地理位置，可以吸納東莞與

惠州作為發展腹地，被視為中國未來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城市之一；再加上擁有連接

香港的前海特區，憑其創新的金融與科技服務，吸引匯豐、恒生、東亞、周大福等

港企與紛紛進駐，更被視為是未來「中國的曼哈頓特區」。此外，珠三角的基礎建

設從《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起，逐步建構一套「緊

密相連的一體化綜合交通運輸系統」，包括跨境的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港深

東部通道等；而後的《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可以看到

正積極建構陸海空相連結的一小時生活圈，包括城市群間的高鐵幹線與城際鐵路、

橫跨珠江東西兩側的四座大橋、以廣深機場為主的大空港區、港口的優化升級，將

促成大灣區內資金、人才、資訊、貨物等要素的充分流動，以深圳、廣州與珠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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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珠三角城市群在人口、經濟規模和產業互補性上將有機會超越東京、紐約、和

舊金山灣區，成為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灣區（黃碧娟，2017）。對香港與澳門而

言，如今所面對的珠三角地區與移交之初已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情境，尤其隨著2003

年CEPA的簽署與啟動，早已讓港澳與珠三角地區進入經濟高度整合的過程；珠三

角地區確實需要港澳提供優質的人力與創新的技術，而港澳又何嘗不需要珠三角提

供的市場與人流。試想，一個沒有港澳的珠三角地區，和一個沒有珠三角地區的港

澳，孰人的發展會更受挫，答案不言可喻。

不可否認，港澳移交後確實遭遇社會變遷帶來的挑戰，在制度的缺陷以及錯誤

的判斷中屢屢錯失了調整的機會，致使矛盾與衝突不斷累積循環，恐懼與憤怒同時

滋生，社會也逐步走向對立與對抗。就北京立場，其對香港充滿憂慮有其原因，首

先是主權的安全，擔心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政治，也擔心香港的分離主義影響主權；

其次是政權的安全，擔憂非建制人士奪取香港政權，煽動民眾反共，威脅中共的統

治基礎；最後是社會的安全，憂慮香港的社會紛亂進而影響大陸社會的穩定。而

從香港的立場，其對北京充滿憂慮亦有其原因，首先是制度的安全，擔心北京強調

一國，傷害或片面取消兩制，香港將失去所有的保障；其次是理念的安全，擔憂北

京破壞香港的自由與法治精神，又不斷限縮民主發展，這都會傷害香港社會運作的

基礎；最後是經濟的安全，憂心北京不公平的資源分配，造成人民難以維持小康溫

飽。比較北京與香港的擔憂面向，恰巧都是站在自己本位最切身的思考方式，因此

產生嚴重的互不信任，成為壓倒一切的基本矛盾。但雙方難道真的難以尋求共識甚

至進行對話嗎，如果回顧2010年北京與香港民主黨所完成的政改方案，就不應如此

悲觀，如今喊出「全面管治」的習近平，時任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若是他對香

港發展沒有正面期待，當年應難以通過對話與合作。對照北京的治澳政策，在十九

大後仍持續給予政策支持，肯定澳門「一國兩制」的發展，更鼓勵澳門政府與民眾

融入國家發展的機遇中。進一步思考當前北京的安排，北京中央指派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擔任「港澳工作小組」組長有幾個的原因，首先，他除兼任「一帶一路建設工

作領導小組」組長外，也是「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組長，妥善解決大灣區建設

以及港澳的管治恐將是其未來的目標；其次，韓正擔任上海市長與市委書記時，其

主政大力發展金融就曾借鑑香港經驗，對香港經濟與金融發展並不陌生；最重要的

是，韓正個人特質較為溫和務實，又善於調和鼎鼐，大有促使陸港於全面管治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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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之勢。隨著目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女士接連對社會各界展現其

柔軟的身段，更對泛民主派伸出橄欖枝之時，香港社會若能在此時審時度勢，思考

在過去的衝突關係中學習如何調適與大陸未來的互動，重構「一國兩制」之間互惠

互利的「雙贏」精神，相信「一國兩制」對北京與港澳地區仍將有其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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