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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文獻檢閱 

  壹、研究動機： 

中國大陸自從改革開放後，由於中央政府放權讓利的結果，

使得諸侯經濟坐大，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且「政府財政收入佔

國民生產總值比例」與「中央財政收入佔政府財政收入比例」的

兩個比例不斷下降，因而導致國家能力的嚴重削弱，出現了令人

憂心的「弱中央，強地方」的格局。1 中共學者因而呼籲，憂心

國家即有分裂之危機。2 事實真否如此？僅此財經因素一端，是

否足夠成為國家分裂之動因，實仍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此為研

究動機之一。 

1989年，東歐、波蘭共黨政權相繼垮臺，同年中國大陸也發

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當局血腥鎮壓的結果，引發以美國為首

的國際力量對其進行制裁；接著， 1991 年前蘇聯解體。一連串

的事件，讓許多研究者樂觀的預測中共政權也必將隨之垮臺。然

而，迄今中共政權卻仍然屹立不搖，且其經濟仍然在穩定的成長 

著。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預測，至西元 2015 年，

以實際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中國大陸國內生產毛額(GDP)，

將和美國不相上下；3 而倫敦的經濟學人資訊社(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也在  2002 年 10月 30日對中國大陸作出

未來五年的經濟預測，中國大陸  2002~2007 年的 GDP成長率是

                                           
1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0。  
2 王紹光，挑戰市場神話──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3-134。  

3 文現深，「邁向復興？動盪崩潰？」，聯合報，民 88 年 10 月 2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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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5%~8.1%之間，4 足見其經濟潛力之雄厚。被認為該垮臺而

未垮臺，且還能穩健前進，原因何在？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就研究方法言，早期許多研究中共政權的學者是從極權主義

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共政權之所以穩固，乃因為其權力是如鐵板

一塊的，權力是固有的，其權力一經產生即「一成不變的」，因

此政權縱有波折，但很快就可穩定下來。其後研究中共的典範一

變再變，從多元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到後結構主義。5 此亦意味

有關中共政權穩定的研究，是從「權力是固有的」向「權力須要

經營才能維繫」轉變。 

然而，經過更深入的分析發現，國、內外的研究者大多是從

國家／社會或權力的橫向分化的角度，而較少從權力縱向分化的

角度去研究中共政權的穩定。魏昂德(Andrew Walder)即正確的指

出，雖然「國家－社會關係」涉及的方面很廣，但它卻未能涵括

以下幾個重要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要屬政府自身是如何運

作的：即國家內各機構間的關係、各個政府級別間的關係、政府

組織的內聚性和有效性、如何立法，或更廣泛地說，政府如何形

成各項政策。6 本文則嚐試從此一面向出發，就中央與地方關係

這一主題，並且運用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概念，從中央政府

對地方政府節制能力( control capacity )的角度來研究中共政權之

所以穩定的原因，企圖彌補中共研究在這方面的不足。此乃研究

                                           
4 EIU viewswire, China: Economy: Five-year forecast summary. 

http://www.viewswire.com/index.asp?layout=display_article&doc_id=217482。  
5 李英明，中共研究方法論(台北：揚智文化，民 85 年)，頁 1-2。  
6 魏昂德，「現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從描述現狀到解釋變遷」，收錄於涂肇慶、
林益民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8；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p.3-34；M. J. Goldsmith ed. New Research in Central-Local Relations, ( Aldershot, 
Hants., England；Brookfield, Vt., U.S. A.: Gower, 1986 ), p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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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之三。 

  貳、文獻檢閱： 

    現階段國內、外研究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文獻，除了

附錄 2所顯示的博碩士論文外，有根據研究典範的轉移，將研究

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文獻區分為極權主義模式、多元主義

模式與新制度主義模式三類者；7 有根據研究者的立場區分為偏

向中央、偏向地方與折衷立場三種者；8 有根據研究途徑之不同

將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文獻區分為文化觀點、結構觀點與

程序觀點三類者；9 有依據研究者個人的研究旨趣，將相關的文

獻區分為規範性的討論、敘述性的分析、預測性的分析和理論性

的建構等四類者。10 

本論文則根據研究所需，將現行國內、外研究中國大陸中央

與地方關係的文獻，依研究主題區分為：  

(1)綜合類──本類文獻討論的內容包括：和中央與地方關係有

關的制度建立、歷史研究和比較制度研究等。11 例如辛向陽在其

                                           
7 王信賢，「當代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43：8，民 89 年

8 月)，頁 34；王嘉州，「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文獻之分析」，東亞季刊(32：4，
民 90 年冬季號)，頁 47-64。  

8 耿曙，「中國大陸的區域經濟動態：問題意識與研究成果的回顧」，中國大陸研究 (46：
4，民 92 年 7、8 月)，頁 55-101。  

9 王嘉州，「財政制度變遷時中央與地方策略互動之分析──以分稅制與廣東省為例」，
中國大陸研究(46：5，民 92 年 9、10 月)，頁 81-103；王嘉州，「中央與地方政經關係
類型之建立與檢定──以 1997 年中共『十五大』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4：3，民
92 年 7 月)，頁 145-182。  

10 王嘉州，「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文獻之分析」，東亞季刊，頁 49-64。  
11 主要如：薄貴利，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 年)；張文壽主
編，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究與思考(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年)第四章；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吳國光、鄭永年，論中央 -地方關係──中國
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問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辛向陽，大國諸侯：
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之結 (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 年)；王紹光、胡鞍鋼、康曉
光，中國地區差異報告(台北：致良出版社，1996 年)；董輔礽等著，集權與分權──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構建(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 年)；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
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十三、十四章；謝慶奎、燕繼榮、趙成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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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體制分析(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 年)第三章；林尚立，國內政府間
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三編；王紹光，挑戰市場神話──國家在經
濟轉型中的作用；王紹光、胡鞍鋼，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國計
劃出版社，1999 年)；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0 年)第
三、九章；鄭賢君，地方制度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二、三編；
吳大英、楊海蛟主編，政治關係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八、九章；辛
向陽，百年博弈──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 100 年(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朱光磊，中國政府與政治 (台北：揚智文化，2004 年)第十五章；沈立人、戴圓晨，「我
國『諸侯經濟』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經濟研究(第 3 期，1990 年)，頁 12-19；閻
淮，「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淺論」，中國大陸研究(34：8，民 80年 8月)，頁 22-30；吳

佩綸，「調整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探索」，中國行政管理(第 1 期，1994 年)，頁 37-39；
王敬松，「試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河北學刊(第 5 期，1994 年)，頁
92-100；趙建民，「塊塊壓條條：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新關係」，中國大陸研究 (38：6，
民 84 年  6 月)，頁 66-79；趙建民，「從『放權讓利』看八○年代中國大陸的中央與地
方關係」，中共研究(31：7，1997 年 7 月)，頁 69-79；朱蓓蕾，「從政治、財經、立法
三角度論中共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演化」，華岡研究學報(86 年 3 月)，頁 1-15；
劉亞玫，「八大前後中國共產黨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嘗試及其啟示」，遼寧教育學院

學報  (14：6，1997 年 11 月)，頁 5-8；王朔，「中國共產黨關於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
的理論和實踐」，唯實(第 1 期，1998 年)，頁 33-38；金安平，「建國初期中央和地方
關係若干原則的形成」，北京黨史研究(第 2 期，總第 109 期，1998 年)，頁 20-23；朱
蓓蕾，「從中央與地方關係論地方精英在中共權力結構中之角色分析」，東亞季刊(30：

1，民 88年 1月)，頁 43-45；金太軍，「當代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現狀及對策」，

中國行政管理(第 7 期，1999 年)，頁 67-71；唐祖愛，「略論行政分權式改革對我國中
央與地方關係的影響」，江西行政學院學報(第 4 期，1999 年)，頁 35-37；楊小雲、邢
翠微，「西方國家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幾種模式及啟示」，政治學研究(第 2 期，1999
年)，頁 30-39；薄貴利，「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的理論誤區」，政治學研究(第 2 期，1999
年)，頁 23-29；王玉明，「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關係論綱」，南京社會科學(第 7 期，1999
年)，頁 28-34；朱蓓蕾，「中共中央與地方政經互動關係：新制度主義之分析」，東亞
季刊(31：4，民 89 年秋季號)，頁 29-62；謝慶奎，「中國政府的府際關係研究」，北京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1，總第 197 期，2000 年)，頁 26-33；趙麗江，「創制．
改革．調適──簡論建國以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歷史經驗」，江漢論壇  (第 1 期，
2000 年)，頁 74-77；郭為桂，「中央與地方關係 50 年略考：體制變遷的視角」，中共
福建省委黨校學報  (第 3 期，2000 年  )，頁 23-27；鄭永年、王旭，「論中央地方關係
中的集權和民主問題」，戰略與管理(第 3 期，2001 年)，頁 61-70；沈遠新，「正和互
動：中央與地方關係新範式及其政策意義」，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第 2 期，2001 年)，
頁 50-56；聶軍、劉凱軍，「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探索」，襄
樊學院學報(22：4，2001 年 7 月)，頁 24-28；楊小雲，「論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共產
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歷史經驗」，政治學研究  (第 2 期，2001 年)，頁 12-21；黃
世楚，李彬，「近年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綜述」，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8：
2，2001 年 3 月)，頁 22-24；艾曉金，「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再思考──從國家權力看我
國國家結構形式」，浙江社會科學(第 1 期，2001 年)，頁 76-81；楊小雲，「近期中國
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31：1，2002 年
1 月)，頁 38-45；鄧正兵，「論三代領導人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思想與實踐」，長江
論壇(第 3 期，2002 年)，頁 14-17；魏紅英，「毛澤東、鄧小平中央與地方關係思想比
較研究」，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2：4，2002 年 8 月)，頁 1-4；張文
富，「中央與地方關係 50 年略考：體制變遷的視角」，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17：
4，2003 年)，頁 43-45；鄧文，「江澤民與毛澤東、鄧小平論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之比較」，
江漢論壇(第 4 期，2003 年)，頁 32-34；謝玉華，「建國以來中央與地方經濟關係演變
及其啟示」，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3，2003 年 6 月)，頁 28-31；  
Jan S. Prybyla, “Who Has the Emperor’s Clothes?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Mainland China”, in Yu-ming Shaw ed., Tendenc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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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博奕──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 100年》一書中對中國百年

來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歷史做了細盡的分析與說明，最後並提出

他自己對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思想預期，包括處理中央與

地方關係的若干原則和新構思，並且還試擬了一部《中央與地方

關係法》，該法除總則外共分  4章  12 條，期望以此來確立中央

與地方關係的規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12 

( 2 )行政類──包括：行政體制、行政立法、行政監督、機構

改革等問題。13例如謝慶奎在〈中國政府的府際關係研究〉的文

章中指出：「儘管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發生了積極的變化，但

是沒有根本改變中央控制地方的基本事實」。他認為中央集權仍

然是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根本特徵，就目前來說，中央政府對

地方各級政府的控制仍然是有效的、多方面的。中央政府通過行

                                                                                                                         
Reg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CCU, 
1997), pp.81-102；Jae Ho Chung, “Studies of Central-Provinical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Midterm Appraisal”,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2(1995), 
pp.487-508. 

12 辛向陽，百年博弈──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 100 年。  
13 主要如：徐育苗主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五章；
羅豪才，行政法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年)；謝慶奎、燕繼榮、趙成根，
中國政府體制分析(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 年)；張占軍、宋迎主編，行政
法與行政訴訟法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 年)；浦興祖，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四、五章；熊文釗，現代行政法原理(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0 年)；宋德福主編，中國政府管理與改革(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年)；
張文壽主編，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究與思考；戚珩，「市場經濟與中央和地

方的關係」，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95 年)，頁 31-38；楊小雲，「對
我國改革開放新形勢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幾點思考」，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5：3，1996 年)，頁 23-29；付長良，「試論理順地區行政公署的行政區劃體制」，政
治學研究(第 2 期，1997 年)，頁 74-80；薄貴利、金相文，「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與地
方權限調整的基本趨勢」，政治學研究(第 3 期，1997 年)，頁 29-34；馬力宏，「論政
府管理中的條塊關係」，政治學研究(第 4 期，1998 年)，頁 68-74；郭強，「對完善我
國行政權力監體制的思考」，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0 年 )，
頁 40；楊小雲，「近期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湖南師範大學社會
科學學報，頁 38-45；謝慶奎，「中國政府的府際關係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頁 26-33；張彥勤，「芻議地方政府首長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審計理論與實
踐(第 11 期，2001 年)，頁 21-22；應松年，「中國行政法的創制與面臨的問題」，江海
學刊(第 1 期，2001 年)，頁 60-63；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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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領導、編制審批、行政監督，控制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活動。14  

(3)立法類──包括：法律體制、《立法法》實施後的評價和檢

討、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之間關係的諸多問題以及實際運行後的

問題等。15例如周永坤在其〈法治視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

干不足之評析〉一文中針對《立法法》所規定的法律位階的問題

提出批評。首先，他認為《立法法》以委任性規範確立的法律位

階具有任意性與不確定性，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規章

對同一事項規定不一致時，由國務院裁決，這種決定或裁決前後

不可能一致。如此，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

                                           
14 謝慶奎，「中國政府的府際關係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 26-33。  
15 主要有：張鑫，「立法體制之改革」，收錄於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 年)；李培傳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立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
中國法制出版社，1991 年)；谷安良主編，立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年)，頁
124；周旺生主編，立法學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年)；蔡定劍，中國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年)；徐向華，中國立法關係論(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1999 年)；馬懷德主編，中國立法體制、程序與監督(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1999 年)；周旺生、張建華，立法技術手冊(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 年)；應松年，中
國走向行政法治探索(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8 年)；王貴國、周旺生、梁美芬，
中國法律制度(香港：三聯書店，2000 年)；李亞虹，「中國的『過渡型立法體制』─
─評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立法關係的變化」，當代中國研究  (總第 46、47 期，1995 年)，
頁 157；曲耀光，「論我國的立法衝突」，中國法學(第 5 期，1995 年)，頁 42；任進，
「中央與地方監控關係與合作關係比較」，廣東行政學院學報(第 2 期，1996 年)，頁
13-18。沈關成，「對地方立法權的再認識」，中國法學(第 1 期，1996 年)，頁 17-22；
何建貴，「地方立法若干問題思考」，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 1 期，1996 年)，頁 6-9；
朱蓓蕾，「從政治、財經、立法三角度論中共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演化」，華岡

研究學報，頁(4)1-(4)15；石碧波，「當前中央和地方關係中的幾個法律問題及其解決
辦法」，探求(第 5 期，新 40 期，總第 103 期，1997 年)，頁 46-48；苗連營，「也談地
方立法的幾個問題──兼與何建貴同志商榷」，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 2 期，1997 年 )，
頁 121-127；徐向華，「論中央與地方的立法權力關係」，中國法學(第 4 期，1997 年 )，
頁 11-17；李林，「關於立法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踐」，法學研究(第 5 期，1998 年)，
頁 58-78；王稱心，「試論我國立法體制的現狀與完善」，中央政治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5 期，1999 年)，頁 42-46；王蘭洲、李春花，「法、立法、立法體制、立法機關」，中
學政治教學參考(第 10 期，2000 年)，頁 44-45；周阿求，「我國《立法法》良性違憲
嫌疑現象淺析」，人大研究(2000 年，第 10 期)，頁 24-25；周永坤，「法治視角下的立
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評析」，法學評論(雙月刊)(第 2 期，2001 年)，頁 112-117；
李莉，「《立法法》的實施與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係」，學習論壇(第 3 期，2001
年)，頁 16-17；朱力宇，「立法體制的模式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4 期，2001
年)，頁 86-94；朱力宇，「論新中國立法體制的沿革──紀念 1982 年《憲法》頒布生
效 20 周年」，法律適用(第 12 期，總第 201 期，2002 年)，頁 20-24；劉建華，「試論
我國授權立法的位階」，天水行政學院學報(第 5 期，總第 17 期，2002 年)，頁 50-53；
沈春耀，「關於地方立法問題的幾點認識」，廣西市場與價格(第 11 期，2002 年)，頁
3-7；趙小寧，「中央與地方立法的經濟分析」，甘肅高師學報(8：3，2003 年 )，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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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規章之間的位階便處於不確定狀態。其次，他認為《立法法》

所規範的規章性文件間的位階不確定，如規定部門規章與地方政

府規章「在各自的權限範圍內施行」，這是一種迴避問題的規定。

因為部門規章的權力是「條條權力」，而地方政府實行全面的地

方行政管理，是「塊塊權力」，兩者權力的重疊是必然的，如何

可能在「各自的權限範圍內施行」？16 

(4)財經類──包括：財政體制、經濟體制、分稅制的實施和檢

討等。17財政方面正如趙學維的文章〈從財政問題看中央地方關

                                           
16 周永坤，「法治視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評析」，法學評論，頁 112-117。 
17 主要如：魏禮群主編，市場經濟中的中央與地方經濟關係(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4 年)，頁 33-34；吳國光主編，國家、市場與社會──中國改革的考察研究 1993
迄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三章；王紹光，挑戰市場神話──國家在
經濟轉型中的作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八章；周偉林，中國地方政府

經濟行為分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年)；沈立人，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和經
濟行為(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年)；曹沛霖，政府與市場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二篇各章；陳秀山主編，政府節制模式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一篇各章；胡鞍鋼，中國發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第四章；
鄭賢君，地方制度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四章；趙學維「從財政
問題看中央地方關係」，收錄於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
2002 年)，頁 206-234；陶儀芬，「從『放權讓利』到『宏觀調控』──後鄧時代中央
與地方金融關係的轉變」，收錄於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頁 235-262；徐斯
勤，「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大陸的財政制度與政策：政治學視角下的相關研究評析」，收

錄於何思因、陳德昇、耿曙主編，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台北：政大國關中心，
民 92 年)，頁 225-282；陶儀芬，「中國研究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對話：以中國金融研
究為例」，收錄於何思因、陳德昇、耿曙主編，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頁 203-224；
王紹光，「從缺陷到完美的制度設計──健全中央 -地方關係的制度安排」，收錄於胡
鞍鋼等著，思考中國──挑戰中國的九大問題；姜永華，「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分稅

制財政體制」，收錄於胡鞍鋼、王紹光，政府與市場，頁 349-376；吳佩綸，「調整我
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探討」，中國行政管理(第 1 期，1994 年)，頁 37-39；葉章美，「中
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權」，中國大陸研究(38：12，民 84 年 12 月)，頁 6-22；戚
珩，「市場經濟與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 31-38；張
麗，「淺談中央與地方經濟管理權限的劃分與調整」，新疆財經(第 6 期，1995 年)，頁
25-28；李志強，「大陸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經濟前瞻(民 85 年 5 月 5 日)，頁 74-78；
胡鞍鋼，「分稅制：評價與建議」，中國軟科學(第 8 期，1996 年)，頁 3-9；張軍、漫
長，「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一個演進的理論」，學習與探索(第 3 期，總第 104 期，1996
年)，頁 4-15；石義行、羅濟偉，「以博奕理論探討中共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中共
研究(31：3，1997 年 3 月)，頁 39-50；王紹光，「中國政府汲取能力下降的體制根源」，
戰略與管理(第 4 期，1997 年)，頁 1-10；謝志巋，「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必須處理好
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新東方(第 5 期，1997 年)，頁 46-50；朱蓓蕾，「從政治、財經、
立法三角度論中共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關係之演化」，華岡研究學報，頁(4)1-(4)15；
蔡嘉裕，「從大陸分稅制論其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與問題」，中國大陸研究 (41：11，
民 87 年 11 月)，頁 25-43；董福長，「調整投資領域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探討」，投資研
究(第 2 期，1998 年)，頁 6-9；謝志巋，「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需要兩次分權──對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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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所指出，雖然地方在改革過程中的發言權升高了，但是地方

並沒有因此而爭取到更多的財自主權。決定哪些收入屬於中央、

地方或共享的權力以及劃分各級政府支出責任的權力，一直掌握

在中央的手上。此外，中央除了不顧地方的反對於 1994 年實施

分稅制外，在分稅制實施後，中央仍然可以主動、片面的改變遊

戲規則，例如在  1997 年改變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共享比例，以增

                                                                                                                         
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一項新的探索」，江海學刊(第 1 期，1998 年)，頁 37-45；徐志，
「中國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成效、問題和對策」，浙江社會科學(第 3 期，1998 年 )，
頁 51-56；朱秋霞，「論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目標選擇──新稅制實行以來中央和地方
財政關係的分析」，財經研究(第 4 期，總第 197 期，1998 年)，頁 3-8；李力，「對區
域分配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問題探討」，稅務與經濟(第 3 期，總第 98 期，1998 年)，
頁 52-55；唐興霖、李東輝，「論中央與地方關係調整的制度化取向」，學術研究(第 2
期，1999 年)，頁 1-5；張風涼，「論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蘭州學刊(第
1 期，1999 年)，頁 41-43；朱震葆，「財稅博奕──中國現行的財政分稅制度：中央
與地方的關係」，江蘇統計(第 4 期，1999 年)，頁 25-27；唐祖愛，「略論行政分權式
改革對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影響」，江西行政學院學報(第 4 期，1999 年)，頁 35-37；
張勤，「對中央與地方關係再調的理解」，陝西省行政學院、陝西省經濟管理幹部學院

學報(13：4，1999 年 11 月)，頁 13-14；王文華，「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關係的博弈行
為分析」，社會科學研究(第 2 期，1999 年)，頁 81-86；呂麗娜、高小健，「中央與地
方關係的博弈行為分析和制度創新」，黨政幹部論壇(第 2 期，2000 年)，頁 17-20；陳
安存，「試論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模式」，唐都學刊(16：4，總第 66 期，2000 年)，頁 39-42；
王洛忠，「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研究」，理論導刊(第 11 期，2000 年)，頁 13-14；
黃曉軍，「論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中的利益均衡──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制度創新取

向」，唯實(第 9 期，2002 年 8 月)，頁 96-99；張方華，「由政策調整到制度創新──
重構中央與地方利益關係的路徑選擇」，南京社會科學(第 5 期，2000 年)，頁 27-33；
朱蓓蕾，「中共中央與地方政經互動關係：新制度主義之分析」，東亞季刊，頁 29-62；
單學勇，「合理分權：中央與地方稅收關係的必然選擇」，改革(第 6 期，2001 年)，頁
85-91；王國生，「過渡時期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縱向博奕及其經濟效應」，南京大
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38：1，總第 139 期，2001 年)，頁 110-117；徐
康寧、施海洋，「論中央與地方事權和稅權的合理劃分」，現代經濟探討(第 8 期，2001
年)，頁 47-50；何大安，「市場體制下的投資傳導循環及其機理特徵」，中國社會科學
(第 3 期，2002 年)，頁 63-73；王紹光，「中國財政轉移支付的政治邏輯」，戰略與管
理(第 3 期，2002 年)，頁 47-54；李香菊，「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稅權治理機制的國際
借鑒研究」，當代經濟科學(24：6，   2002 年 11 月)，頁 73-78；徐斯勤，「改革開放
時期中國大陸的財政制度與政策：財政單一議題範圍內相關研究之評析」，中國大陸

研究(47：2，民 93 年 6 月)，頁 1-31；Jia Hao and Lin Zhimin eds., Chang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 Reform and State Capacity, (Westview Press, 1994), pp.91-112；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pp.149-329；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84-89；Linda Chelan Li, “ Provincial Discretion and National Power: 
Investment Policy in Guangdong and Shanghai, 1978-93”, The China Quarterly, 1997, 
pp.778-804；Linda Chelan Li, Centre and Provinces: China 1978-1993: Power as 
Non-Zero-Sum, ( Oxford: Clarendon Pres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p.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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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央的稅入即為一例。而在稅收返還的方面，由於中央地方共

享稅先由財政部徵收，然後再返還給地方，中央其實多了一項程

序控制的工具，財政部可以利用扣留返還款的方式來威脅不聽話

的省份。而在中央與地方財政支出責任的劃分方面，即使是經濟

較發達的地區，在經濟建設上仍然相當依靠中央的協助。18  

在經濟方面，陶儀芬的〈從「放權讓利」到「宏觀調控」─

─後鄧時代中央與地方金融關係的轉變〉文章研究了  1993 年以

來的宏觀調控金融改革， 1993 年的經濟過熱引起中共高層的注

意，開始進行治理整頓。首先，由國務院下了兩道行政命令，一

要求所有的政策性貸款要限期到位，二要求全國各地加速完成國

庫券發行指標。緊接著，中共中央發布《十六點緊縮措施  》，除

了上述兩點外，還包括了立刻提高銀行利率及國庫券利率、平衡

信貸規模、追回違規拆借、成立政策性銀行、暫停開發區審批、

暫停固定資產投資等措施。同年  11 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更

通過了包含五十點決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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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江澤民時代財政、金融及國有企業

改革的藍圖，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都在於加強中央政府對貨幣

穩定與金融資源分配的控制能力。19 

(5)其他類──包括國家暴力機器、大眾傳播媒體、意識形態及

黨組織運作(主要為幹部人事)方面的文章等。20例如鄞益奮的文

                                           
18 趙學維「從財政問題看中央地方關係」，收錄於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頁

206-234。  
19 陶儀芬，「從『放權讓利』到『宏觀調控』──後鄧時代中央與地方金融關係的轉變」，
收錄於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頁 235-262。  

20 主要有：鄭永年，江朱治下的中國──改革、轉型和挑戰，頁 111-128；鄭賢君，地
方制度論，頁 229-230；閻淮，「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淺論」，中國大陸研究，頁 22-30；
閻淮，「中共秘密文件研究」，中共研究(27：8，1993年 8月)，頁 71-85；戚珩，「市

場經濟與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 31-38 楊小雲，「對
我國改革開放新形勢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幾點思考」，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頁 23-29；趙穗生，「中共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演變──從強制到協商」，中國大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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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試析政治傳播的傳播控制〉即普遍性的分析了傳播控制的形

式，主要有：技術控制，表現在內容控制、渠道控制及流向控制；

政治控制，在傳播內容上，把意識形態置於最重要的位置，將其

作為首要的傳播內容，政府並對行政組織與受眾進行控制。21 再

如趙學維的文章〈從財政問題看中央地方關係〉對於中共中央對

地方的幹部人事控制也有生動的描述：「  在中共『以黨領政』的

威權統治格局裡，省級領導人仍然是整個統治機器裡的重要組成

部分。經濟改革以來，不少地方領導人固然勇於公開爭取或維護

地方的利益，但是當中央清楚展現了貫徹政策的意志時，許多省

級領導人還是選擇了服從中央政策。黃亞生(Yasheng Huang)對於

地方投資行為的迴歸分析結果說明：當中央堅決貫徹的政策與地

方利益相衝突，省級領導對個人政治仕途的考量還是會高於對地

方利益的追求」。22 

 

 

 

 

 

 

                                                                                                                         
(35：8，1992 年 8 月)，頁 33-35；趙學維「從財政問題看中央地方關係」，收錄於丁
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頁 225；鄭永年、王旭，「論中央地方關係中的集權和
民主問題」，戰略與管理，頁 61-70；鄞益奮，「試析政治傳播的傳播控制」，雲南行政
學院學報(第 1 期，2002 年 )，頁 7-9；Jae Ho Chung, Reapprais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Deng’s China: Decentralization, Dilemmas of Control, and Diluted Effects of Reform,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 China’s Reforms: A Reappraisal of Twenty Years’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held b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pril 8-9, 
1999. 

21 鄞益奮，「試析政治傳播的傳播控制」，雲南行政學院學報，頁 7-9。  
22 趙學維「從財政問題看中央地方關係」，收錄於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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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理論、途徑與架構 

壹、研究理論： 

    本論文所參採的是王紹光與胡鞍鋼二人在《中國國家能力報

告》一書中所創新提出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理論概念。

根據王、胡的說明，所謂「國家能力」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能力，

而不是泛指公共權威的能力。他們將「國家能力」概括為以下四

種能力：23 

第一，汲取能力( extractive capacity )，是指國家動員社會經

濟資源的能力，而國家汲取財政的能力(簡稱國家財政能力)即集

中體現了國家汲取能力。  

第二，調控能力( steering capacity )，是指國家指導社會經濟

發展的能力。 

第三，合法化能力( legitimation capacity )，是指國家運用政

治符號在屬民中製造共識，進而鞏固其統治地位的能力。  

第四，強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是指國家運用暴力的手

段、機構、威脅等方式維護其統治地位的能力。  

上述四種能力反映了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政府)以國家意志

對社會各種活動進行干預的能力。任何一個國家都具備這四種能

力，只是各國的國家能力大小不同，或者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的

國家能力大小不同。  

國家能力是指一國中央政府實現它自身提出目標的能力，它

反映國家實際獲得能力與國家發展目標之間的矛盾，這如同一對

分子與分母的關係，公式如下： 

                                           
23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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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目標

國家實際獲得能力
國家能力 =                   

式中，在國家實際獲得能力一定的情況下，國家發展目標制

定得愈高，國家能力就愈小；反之則反。在國家發展目標一定的

情況下，國家實際獲得能力愈大，國家能力就愈大；反之則反。

顯然，當一個國家選定實現某一長遠的目標之後，一個強有力的

中央政府就能夠有效地運用全社會的資源，並且有效地分配這些

資源以便實現自己的目標；而一個軟弱的中央政府就無法有效地

利用這些資源實現自己的目標。24 

以上四種國家能力的相互關係如圖 1-1 所示。 

宏觀經濟
調控能力

財政汲取
能力

合法化能力 強制能力

資料來源：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
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年)，頁9。

圖1-1：各種國家能力相互關係圖

 

    圖中，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動員吸取全社會資源的能力；宏

觀調控能力是國家對財力資源配置，穩定經濟增長，以實現經濟

發展目標的能力；合法化能力是國家對個人、集團、社會行為進

行規範，建立以成文憲法為核心的法律框架體系，從而調節各利

益集團的矛盾和衝突，以實現社會發展目標的能力；強制能力是

國家從事國防建設，維持社會治安，懲治違法行為，以實現政治

                                           
24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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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目標的能力。25 

    雖然理論上，國家能力包括汲取能力、調控能力、合法化能

力和強制能力，但由於財政汲取能力比其他三種能力更易量化和

進行國際比較，因此王、胡二人認定財政汲取能力居四種國家能

力的核心，是國家實現其他能力的基礎；只有掌握了財力資源，

才能實現其他國家能力和國家職能。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中央政

府控制宏觀經濟能力的基礎，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下降，就意味著

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的能力在下降，如此會導致一系列的嚴重

後果，最終有可能出現國家分裂和社會解體的情形。因此，「加

強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主導作用」即成為王、胡二人《報

告》的當然結論。 

國家能力即中央政府的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之

所以重要，根據王、胡二人的研究認為，國家財政能力下降會產

生經濟周期波動、投資急劇膨脹、消費急劇膨脹、連年財政赤字、

中央控制宏觀經濟能力下降和形成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等的

嚴重後果。26其中，如果中央控制宏觀經濟的能力下降，將不利

於控制地區間的差距。地區差距過分懸殊就會產生可能帶來嚴重

的經濟問題；可能造成對中央不滿，難以維持國家穩定統一的政

治問題；帶來正義問題；帶來如南斯拉夫解體和分裂等的嚴重後

果等。27 因此，「加強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又成為胡鞍鋼等人

解決地區差距問題的基本思路。 

不過，應注意該《報告》中對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為的

分析，是基於以下四個假設：28 

                                           
25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頁 7-8。  
26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頁 73-92。  
27 胡鞍鋼、王紹光、康曉光編著，中國地區差距報告，頁 21-29。  
28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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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實行中央地方「分灶吃飯」的財

政體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形成相互獨立的利益主體。中央與

地方的矛盾，首先是經濟利益矛盾，其次才是政治利益矛盾。 

    第二，中央政府符合善良假設，地方政府符合邪惡假設。善

良假設指中央政府是經濟穩定器、收入分配調節器；邪惡假設指

地方政府是經濟振蕩器、收入差距擴大器。 

    第三，中央政府符合自覺性假設，而地方政府符合盲目性假

設。自覺性假設指中央政府判斷經濟形勢是根據全國總體情況、

制定經濟決策是根據全國人民整體利益；盲目性假設指地方政府

判斷經濟形勢是根據本地區情況、制定經濟決策是根據本地人民

利益。 

    第四，中央與地方政府已經形成博奕對策關係。中央與地方

的對策關係已具備對策、各自獨立利益和各自策略三要素，目前

中央與地方僅屬於討價還價的對等關係。     

本論文基本上也立足於前述的四個假設上進行分析，認定中

央政府必須對地方政府的行為有所節制，而且要具備有足夠的能

力，才能維持整個中共政權的穩定。惟所稱節制能力，其內涵大

於王、胡二人所提出的國家能力的概念，亦即中央政府對地方政

府的節制能力，除了該二人所提的財政汲取能力、經濟調控能力

(以上類同於本論文第五章的財經節制能力)、合法化能力(即本論

文第六章第三節意識形態節制能力)及強制能力(即本論文第六章

第一節國家暴力機器節制能力  )外，另外還有中央政府對地方政

府的行政節制能力、立法節制能力、大眾傳播媒體節制能力及黨

組織運作節制能力、幹部人事節制能力等，如此從經、緯構成舖

天蓋地的節制網絡，以維持其政權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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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途徑： 

對中共政權的研究，學術界──尤其是臺灣的學術界，通常

是受到美國社會科學界所運用的研究典範影響。因此研究模式明

顯的是從早期的極權主義模式、多元主義模式、結構主義模式而

向晚近的後結構主義模式轉移；而研究途徑也從早期中共閉關鎖

國時期的文獻分析途徑，向改革開放以來的各種途徑並重，尤其

運用田野調查( field study )去深入中國大陸社會與政治運作的實

際研究，日有增多之趨勢。附錄 1即顯示西方(以美國為主)的中

共研究途徑變化。 

吾人可以從附錄 1的表中看出，隨著研究典範的轉移，中共

研究的主題幾乎已涵蓋所有今天政治科學研究的全部內容。就結

構向度而言，有從政權結構的橫向分化，即國家／社會／個人的

角度研究相關主題內容者；有從政權結構的縱向分化，即中央／

地方／企業的角度研究相關主題內容者，且愈晚近其研究內容就

愈多樣化與綜合化。附錄 2所顯示的是國內博、碩士研究生選擇

以中央／地方／企業有關問題作為研究題目的情形統計。此外，

國內學者吳安家與袁易兩人亦有相關的個案研究發表。29 

筆者雖然受限於工作上的關係，無法長期赴中國大陸作田野

調查或蹲點研究，但透過現行網際網路(Internet)上各類研究中國

大陸相關網站、線上資料庫30 等所提供的豐富資訊，再配合在本

                                           
29 吳安家、袁易主持，中共中央與地方之關係-福建省個案研究(台北：國科會微縮小組，
民 85 年)。  

30 本論文所運用的網站與資料庫，網站有：新浪網、Google、中國法律網、中華法律網、
信中法律網、系科之窗網等；資料庫又分中文資料庫與外文資料庫兩類，前者如：聯

合知識庫、大中華知識銀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人民日報標題索引影像資

料庫、中央通訊社新聞資料庫、AREMOS 經濟統計資料庫、中國期刊網全文數據庫、
中國國家法規數據庫等；後者如：EBSCO Host, Social Science Plus, Pliicy File, OCLC 
ECO, Acdemic Research Library, EIU Country Forecasts 等。茲以中國期刊網  ( China 
Journal Net，簡稱 CJN)為例，該網站是現今規模最大的大陸學術性全文期刊線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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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各類型圖書館所蒐集到的各類相關文獻資料，以及前述學者專

家們之研究成果，進行文獻分析，亦能稍補不能親往中國大陸研

究的缺憾。而為了收博採眾議之效，其方法並不限於某一研究模

式，係採多種典範綜合的研究方法。本論文採用以下幾種研究途

徑，以期將前述研究理論帶入整個研究之中： 

   (一)文獻分析途徑(documental analysis approach)：  

所謂文獻分析途徑，是指用科學的態度考察文獻資料，從中

獲得真實地反映社會現象的資料的方法。文獻分析途徑必須經由

廣泛的蒐集，並且閱讀、整理相關理論之研究成果，並針對中西

文書籍和文獻進行研究；除了閱讀之外，還須將內容加以分析，

並充分利用相關期刊、統計數據、報紙、專書、法規條文及政府

出版品等等，以利研究；最後，針對研究標的進行深入探討，並

進一歩尋求進階文獻。本論文廣泛蒐集國內、國外、香港、中國

大陸等相關之書籍、論文、期刊、研究報告、報章雜誌等資料，

進行歸納、整理分析。 

    (二)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歷史是一條長河，發展變化是不可抗拒的潛流。任何一個

社會，不論它的結構怎樣保守和穩固，都不能置身於發展變化的

長河之外。」31 歷史乃是事物通過時間連續而構成的變化過程，

在分析問題時，只研究當前各變數間的關係，而不考慮這些變數

在時間上的改變，極易導致錯誤的結論。因此，社會科學中的歷

                                                                                                                         
庫，收錄有自 1994 年起之中國大陸 5300 種核心與專業期刊全文、6600 種期刊題錄摘
要，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與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等九大專輯。  

31 金觀濤，在歷史的表象背後──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四川：人民出版
社，1983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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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分析，有助於在瞭解事實的因果關聯後，對未來的發展作出較

準確的預測。 

    (三)法制研究途徑(legal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 

    傳統意義的制度研究，主要體現在法(公法)、體制(民主與

專制)、組織(政府權力分配)等領域；近代以來，制度研究的對

象進一步擴展到包括國家憲法、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中央與地

方關係等領域。總的來說，制度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分析政治形式

與政治原則之間的關係，即如何通過建立和完善某種政治形式來

實現某種政治原則。 

雖然大部分的研究者皆認為，中共的政治運作並未遵循書面

上的遊戲規則。然而本論文認為，在一般的情形下，即使在中共，

如無特殊考量，大部分的行動者仍然會依循權力當局所訂定的遊

戲規則來行事，以節省經營成本或避免遭受懲處而蒙受損失。因

此，大量的行為仍然會循著正式的、書面的法令、規章作成。如

此，從法律條文的規範內容來研究中共政權及相關行動者的行為

即有其一定的必要性，這些法律主要包括憲法、全國人大及其常

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及其部委制定的各類行政法規與部門規

章、地方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訂定的法規、規章等。 

  参、研究架構： 

本論文整體研究架構如圖 1-2所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

關係是政府整體功能的外顯，本論文企圖透過比較「理論與理想

上之中央與地方關係」和「實際運作之中央與地方關係」，以調

節政府整體，優化政府的結構，使發揮最大的功能。 

圖中，中共政權實際運行所顯現出來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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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和由以中國共產黨為判準的、所應顯現出來的中央政府

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兩者進行比較之後，如果產生差值，則中央

政府會運用各種手段反饋至組織進行節制，以期維持差值為零的

最佳狀態。如此可以讓整個體系維持於穩定的區間，既可負荷向

前發展的力量，又可吸納發展時所產生的微漲落或微擾動。  

應顯現之中央
與地方關係

與時俱進之中
央與地方關係

中國共產黨 比較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實際顯現之中
央與地方關係綜合

節制

政
府

中央

地方

應產生

之功能

與時俱進

之功能轉變

標準   閥值

輸出

輸出

輸
入

輸
入

圖1-2：中央-地方節制系統圖

輸
入

力能制節

弱節制線

強節制線

非正式線

訊息線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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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總的而言，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分為以下二個方面： 

一、時間範圍： 

  本論文除了一小部分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中共自建政以後到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外，主要就  1978 年十一屆三

中全會以後，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迄今，以其中央政府與地方

政府之間互動所呈現的各種關係為主軸，探討兩者之間在實際政

治運作過程時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節制手段。資料蒐集的時間

原則上至 2004年 6 月底為終止之日，但仍隨時補充新的資料。 

二、內涵範圍：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之權力可以從橫向分化與縱向分化兩個

面向(dimension)來加以觀察。本論文所要考察的對象，主要是國

家權力的縱向分化面，亦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實際運行互動

中，所呈現的包括立法、行政、財政、經濟等各種關係，從中央

政府如何透過節制的手段，使二者之間的矛盾能減少產生，達成

政府一體化的最後目標進行研究。 

  此外，本論文所稱的地方政府主要以省(市)與縣(市)為主，

而不包括特別行政區、民族自治區、經濟特區與鄉(鎮)以下層級

等的部分。 

貳、研究限制： 

在本論文進行期間，就資料的獲得而言，發現對於中共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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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資訊或文件的獲得，確實有相當的困難，尤其是一些在書中或

期刊中曾經提到，但卻屬於機密性或敏感性較高者，常常遍尋各

種可能的地方都不可得，如：《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地方政府

機構改革的意見》(中發[1999]2號)文件的內容，找遍各種文獻、

網路皆不可得；再如：《中共中央關於地方各級機關、各部門領

導職數的規定》(中發[1993] 7號)、《中共中央關於黨中央部門機

構改革的意見》(中發[1999] 8號)、中編辦的《關於實施地方政

府機構改革時間安排的通知》等號文件皆是。 

再者，中共對所有出版的報紙和雜誌都施以事前的檢查，對

屬於機密性或敏感性的文章，一律禁止公開或上網。以《中國期

刊網》上刊登的文章為例，其中具有機密性或敏感性的文章幾乎

都被禁止上網，這些主要集中於幹部人事管理、意識形態、黨務

工作、財經分配等方面。以《中國期刊網》龐大的蒐集內容，其

所動員篩選的人力、財力、物力及時間必定可觀，由此更可證明

中共無所不用其亟的對意識形態或訊息傳播方面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