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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由網際網路的觀點看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中的國家與社

會關係  

第一節、市民社會的構成與分類  

市民社會理論發展至今已有數百年，其定義與構成之項目紛雜難

明，戈蘭．海頓 (Goran Hyden)在「公民社會與社會資本和發展」一文中，

就以其所屬之哲學淵源作分類。他認為當今市民社會的爭辯來自兩個原

因 1：一是市民社會為一經濟學現象或社會學現象，這關係到經濟活動被

私人控制的程度，以及社團在個人與國家間所起的仲介作用；二是國家

與市民社會間的關係，這關係著市民社會獨立於國家，還是與其有機地

聯繫在一起。  

這就分成四種哲學類型：一是洛克 (John Locke)的市民社會觀，他認

為國家起源於社會，應限制國家的權力以保護個人源於自然法的自由。   

二是以托馬斯‧潘恩 (Thomas Pane)為主的觀點，具有強烈的反國家

色彩，認為為市民社會提供機會的是市場而非國家，因為個人欲求的滿

足只有透過市場機制才能得到。  

三是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eville)的看法，托氏極重自願性社團，

認其為市民社會的堡壘，他反對個人化的觀念，認為此將導致非理性的

公意，造成專制主義的出現。  

四是黑格爾 (G. F. Hegel) 的看法，認市民社會為歷史的產物，中間夾

藏各種團體、階層，在缺乏強大國家的管理下，將因私欲而崩潰。  

這四種哲學思維分成四個不同的學派：  

1.社團學派 (The Associational School) 

這派主要繼承托克維爾的想法，強調社團的自立性和活躍性，他們

也支持非政府組織的運動，對市民社會的發展持正面樂觀的態度。然而

此派對多元主義的看法略嫌單純，忽略多元利益間因交叉而相互抵消影

響的後果，而其對佔有壟斷資源的社團，也未能以公正平抑的態度看待。 

2.政體學派 (The Regim School) 

此學派由洛克的觀點出發，集中於政體性質之研究，以及如何制定

                                                 
1 戈蘭．海頓(Goran Hyden)，周紅雲譯，「公民社會社會資本和發展：對一種複雜話語的剖析」，
何增科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0年），頁 9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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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民主的規則，其重要學者包括 O’Donnell 和 Schmitter，此與前者的分

別在前者集中於公民社會所形成之框架，後者則在意其框架的內容，亦

即是前者肯定了自願性社團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作用，後者則關注於各社

團間的權利關係。  

3.新自由主義學派 (The Neo-Liberal School) 

此派由來自托瑪斯‧潘恩的觀點，相較於前兩派，此派特重社會的

結構改革對私有制的影響，認為經濟自由是市民社會獨立於國家的重要

基礎，因此經濟自由化和金融穩定政策被視為結構調整的一環。很顯然

地，營造有利於私有產權的外部環境，是促成民主化的首要條件，因為

龐大的新興社會仲介層，將對威權政體造成強大的壓力。  

4.後馬克思主義學派 (The Post-Marxist School) 

承繼自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的市民社會觀，此派也意識到主導經

濟的階層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力，因為組織能力與參與能力是與社會、經

濟地位相關的，包括批判理論以及新社會運動學者皆屬此派。在晚期資

本主義的格局中，國家與經濟不再依循對立而呈相互依賴的特質，因此

恢復公共領域、加強社會運動的功能，就成為復甦市民社會的推力。  

綜合這四派的觀點，首先，國家可透過市民社會完成其所無法達致

的目的，在公民意見的匯集以及限制官僚權力的擴大上，市民社會都有

重要的作用；其次，個人是構成市民社會的份子，市民社會不僅傳遞個

人的意見，也保障了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不受侵犯；最後，對後馬克思學

派來說，市民社會更突出了主導者的意識型態，係利用市民社會來維繫

國家的運作與合法性，所以唯有透過社會運動，才能保護個人的權利與

自由，恢復市民社會的功能。  

何增科則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一書中，將市民社會分為兩類 2：

一是國家╱社會二元論的立場，指獨立於國家但又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

生活領域，及與之相聯繫的一系列社會價值及原則；第二類是國家╱經

濟╱市民社會三元論的立場，指介於國家和家庭或個人間的一個社會相

互作用領域，及與之相關的價值或原則。二元論的看法一直是市民社會

發展以來的主流，強調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對立性，將市場因素納入市民

社會的範疇，其代表學者晚近以約翰‧基恩 (John Keane)最著。基恩在觀

                                                 
2 何增科，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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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後，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

義市民社會，又稱之為民主的市民社會，它具備了以下特徵 3：  

1.由一個多元化的公共領域構成的非國家領域，包括生產單位、家

庭、自願性組織和社區服務組織，受到法律的保護實行自治。  

2.是平等和自由的複合體，基恩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應合作，將公民

生產的產品和各種標準分類，以不同的方式、理由分給不同的人，

以填平貧富鴻溝；而決策權也應散置在國家和市民社會間，利用各

種仲介組織提高政治的參與程度，以充份實現公民自由。  

3.國家和市民社會相互依存，兩者間應成為彼此民主化的條件，因為

市民社會民主化脫離不了國家權力的支持，而國家對利益的協調與

權力的分配，也需要市民社會支援。  

是故，如何擴大社會的平等和自由，善用各種社會仲介組織以強化

社會的自主性，是基恩強化市民社會的主要方法，他認為，一個完善的

國家社會關係並不是針鋒相對、互相抵制，而是在互為協調下的權力運

作。  

持三元論立場的主要是阿拉托（Andrew Arato）與柯亨（ Jean L. 

Cohen）兩位學者 4。不同於以往的市民社會╱國家二元論，柯亨等人採國

家／經濟／市民社會三分法，他認為市民社會是介於經濟和國家間的社

會互動領域，由私人領域 (特別是家庭 )、團體領域(特別是志願性結社)、

社會運動以及大眾溝通形式所組成。而採用三分法的理由，首先是認為

經濟領域已由市民社會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獨立的領域；其次，他們反

對以經濟或國家為中心的研究模式，因為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經濟與

國家兩者已互為滲透，如果沒有一獨立的社會領域，啟蒙時代的公意、

理性將無法存續；最後，他們採納哈伯瑪斯的觀點，認為市民社會 (生活

世界 )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討論的邏輯，以達成理性和協調行動為目

的，而國家和經濟子系統，則依循金錢和權力的邏輯，以達到操控的目

的，生活世界透過溝通行動所活絡的公共領域，正是拯救政治、經濟系

統危機的良方。  

                                                 
3 John Kean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 Verso, 
1988). p15. 
4 Jean L. Cohen &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c1992),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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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柯亨等人強調應保持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及團結，以對抗現代

經濟和國家的侵蝕，並透過經濟社會和政治社會來影響政治。  

二元論和三元論的分野，明顯以經濟因素在後資本主義時代的角色

定位做分野，就馬克思來說，經濟是下層建築，透過市民社會，資產階

級將意識主導深入國家領域，而到了葛蘭西，則明確的以文化領導權強

調了市民社會在社會文化的意含，三元論者在程度上顯然超越了葛蘭

西，進一步將經濟視為市民社會的對立之一，完全將市民社會視為社會

文化的一部，脫離了政治經濟學的範疇。  

何氏循此提出了構成市民社會四個要素 5：  

1.私人領域  

就二元論者認為，私人領域係指私人自主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經

濟活動領域，哈伯瑪斯就認為狹義的市民社會由私人領域構成，包括商

品交換和社會勞動的領域，家庭與其內部事務也居其中，哈氏稱此為私

人自治領域 6。而在當代市民社會的發展上，則指涉著市場機制和私人產

權兩要素。但對持三元論者，則認私人領域應排除經濟的部份，專指個

人自我發展和道德選擇的領域。  

2.志願性社團  

一般認為志願性社團，標誌著市民社會的發展是否蓬勃，其係指非

政府、非營利性的自願性結社，有助於培養成員的自助和團結互助精神，

也為社員提供了政治參與的管道，許多人因此認為，志願性社團是市民

社會的核心。  

3.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的觀點由來自哈伯瑪斯，他認為其可理解為一由私人集合

而成的公眾領域，並進而反對公共權力機關本身。公眾在此一領域依靠

理性對公共權威及其政策展開批判，形成公共輿論，並成為統治者制定

政策的前提，它具有如下的制度性指標 7：首先要求一定的社會交往方式，

反對等級禮儀，提倡單純作為人的平等，以私人構成公眾，壓倒社會等

                                                 
5 何增科，「社會主義與市民社會」，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1998
年），頁 177~180。 
6 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臺北：聯經，2002 年），頁
35~37。 
7 哈伯瑪斯，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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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束縛。  

其次，公眾的討論應限制在一般的問題上。由於商品化的發展，國

家和教會對言論思想的壟斷已被打破，藉由商品經濟，討論與論述將沿

著相互合理溝通的道路做理解。最後，要使文化具有商品形式，使之徹

底成為一可供討論的文化。人們介由商品化可隨時參與討論，將國家事

務公開化，哈氏認為歐洲在十八至十九世紀間，曾達此目標，爾後就逐

漸低降。  

4.社會運動  

柯亨等人就認為，新社會運動是捍衛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自主發

展，不受經濟領域和國家領域幹擾的主要管道，其他後馬克思主義者，

也將之視為市民社會擴展的力量，認為在單一主題、多元力量與階級成

員的參與下，這種由下而上的民間抗爭力，將成為市民社會組成的重要

因數。  

何氏的觀點突出了市民社會中公、私領域的關係，按照哈伯瑪斯的

觀點，公共領域在商業化後，促使人們跨越階級、身份的不同，投入公

共事務的討論，而不再受限於菁英的掌控，哈氏對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批

判也源於此，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反過來限制公共領域的空間，也

因此，阿拉托等人才會提出社會運動對公共領域的助益，市民社會至此

已擺脫馬克思及早期資本主義時的資本市場、商品等概念，非國家和非

經濟組織才是它的理念核心，這是對國家社會化、社會國家化的省思 8，

也是對極權主義的反撲 9。  

吾人認為，市民社會理論圍繞在幾個面向上，首先是國家與社會關

係，這包含公、私領域的界分以及社會仲介層的發展。近代市民社會的

概念係伴隨於國家觀念的提出，在西方，這是私有產權的確立所引發的

社會經濟問題，私有化的無序現象需要秩序的引導，是仰賴國家的管理

還是社會的壯大，影響了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而在中國，私有產權的

確立若成為判別標準，向以集體主義為依的中國社會就明顯不適，因此

能否尋得社會仲介層，以及國家和個人間的獨立領域，就轉成中國的探

討重點，就架構來看，它是市民社會理論中最主要的問題。  

                                                 
8 哈伯瑪斯，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頁XV。 
9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臺北：聯經，2002年），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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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公共領域的問題，公共領域在近幾年已成為市民社會發展與

成熟度的指標，即使在最初它與市民社會係屬二事，但在科技、傳媒發

達的今天，其幾已左右了市民社會理論的內涵，不僅於此，公共領域的

概念讓市民社會理論已由過去的政治經濟學，改為政治社會學與政治文

化方面的領域，它對新社會運動的啟發，也使公共領域不僅注重民主政

治的制度性機制，也開闢了網絡性的溝通機能，影響民主社會極大。  

最後是有關認同的問題，在前述諸家討論中，認同問題是隱而未顯

的，西方市民社會理論強調對國家的穿透與先驗存在，但在互為辯證與

滲透的情形下，市民社會已成為國家合法性的來源，正如葛蘭西所認為

的，是資產階級文化領導權之所在，市民社會若無國家依附，將失其尋

求公意與理性對話的機制與對象，是故在市民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國家

概念也隨而鞏固，此在非西方國家對市民社會發展的引導中，尤具意義，

吾人認為，此甚至是探討市民社會的最核心議題。  

綜上所說，本文將國家與社會關係、公共領域以及文化領導權三者，

列為探討市民社會的三個焦點，並依此探討網際網路對三者的影響，及

其在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中的適用情狀。  

 

第二節、西方市民社會中的國家╱社會觀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歷史上一直糾結難解 10，誠如之前所言，國家與

社會的分立在過去是不存在的。在希臘羅馬時代，國家╱社會共存於城

邦中 (city-state-community)，市民社會、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三者合一 11。

而在中世紀，由教會所倡議的「雙劍論」則將世界分成神權 (sacerdotium)

的教會與王權 (imperium)的國家 12，兩方各引人馬爭戰不斷，此後黎希留

(Cardinal de Richelieu)以主教之姿，在三十年戰爭中提出了君權至上的理

念，開啟了現代國家制 (modern state system)的先河。之後，君權與新興

的資產階級合作，瓦解了封建諸侯的勢力，形成了現代的民族國家，金

觀濤就認為，封建諸侯、王權與市民階級間的「三角形均衡」，正是階級

                                                 
10 豬口孝就認為，觀察國家與社會的角度有五種，分別是世界經濟、國際關係、階級關係、官
僚制度和民主主義，其中後三種主要關涉國內事務，本文之論述重心亦在此。參見豬口孝著，劉

黎兒譯，國家與社會（臺北：時報，1992年），頁 74。 
11 張震威，市民社會之探究，（師大公訓所碩士論文，民 83年），頁 14~15。 
12 雙劍論與中世紀的政治社會思想，參見戴維‧米勒（David Miller），韋農‧波格丹諾（Vernon 
Bogdanor）編，譯者不詳，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政法大學，1992年），頁 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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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與議會制度的肇始 13，這種因資本商業的發展而形成的政治型態，成

為近代市民社會發展的起源。  

奠 定 國 家 理 論 基 礎 的 是 布 丹 (Jean Bodin)與馬基維裏 (Niccolo 

Machiavelli)，前者提出主權觀，確立了國家的至高性，後者則認君王專

制才能遏止社會的混亂。隨後發展的霍布斯 (Thomas Hobbes)與洛克卻在

自然狀態與國家權力上有了分野，霍布斯承認天賦人權，但認為自然狀

態的無序會使個人如同脫疆野馬一般，彼此爭戰不已，反使權利與社會

秩序受到破壞，因此捨自然權利交由國家這一巨靈 (Leviathan)來制約，就

成為他的國家╱社會觀 14。  

 

表 3-1 西方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發展  

時間  國家性質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約西元前十世紀

至西元第四世紀  

一元國家  無明確分野  

西元四世紀至十

五世紀中葉  

有限國家  雙劍論教會與國家二元分立  

十五世紀中葉至

1776 年  

一元國家  民族國家興起擁有一元統治的主

權  

1776~1914 年  有限國家  工業革命後國家在經濟領域受限  

1914 至今  一元國家  社會反抗國家的支配  

資料來源：林琳文，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與中共發展道路，頁 31。  

 

與霍布斯不同，洛克認為市民社會是個人與個人間，為追求合法利益

所自發構成的文明關係，因為自然狀態存有缺陷，所以人們必須透過契

約與法律的拘束，在尊重財產權的前提下，將一部份的自然權力賦予國

家，所以國家成為社會為將自然狀態合於自由、民主的工具。很顯然地，

洛克認為社會先於國家，是個人契約達致的結果 15。究實而言，洛克的市

                                                 
13 金觀濤、唐若昕，西方社會結構的變遷：從古羅馬到資產階級革命（四川：人民，1985年），
第一章。 
14 有關霍布斯的國家觀念，參見霍布斯(Thomas Hobbes)，朱敏章譯，利維坦，臺北：台灣商務，
1972年。 
15 鄧正來，市民社會，頁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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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是一種憲政國家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的設計，在自然狀態中，

不需有國家的存在，但資本發達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就會出現市民社會

與國家，洛克與霍布斯在國家權力的評價上殊異，但追求秩序的信念則

是一致，洛克是利用社會契約來平抑自然狀態的無序，所以雖然他當時

未明確界定市民社會的意義，但社會是先驗於國家而存在的想法卻已躍

然紙上。賽班就此界定了市民社會的四個層次 16：  

1. 保護個人及其權利，尤其是財產權，避免受到政治的壓迫。  

2. 社會是在過半數人的同意下運作，是個人權利的託管者，故個人

亦是社會的一員。  

3. 政府是社會的託管者，和社會一樣為個人而存在。  

4. 在政府內部，象徵民意的立法機構，其重要性與權威都應大於行

政機構。  

然而，洛克的市民社會理論，顯然低估了國家在市民社會的生成中

所佔的主導意志，而天真的以為市民社會糾正了自然狀態的缺陷，將市

民社會視為市場競爭的產物而交權力於國家，無異將國家所造成的各種

不幸轉成市民社會應擔負的風險。這主要是因洛克當時未能明確區分政

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不同，而僅意識到個人權利對國家統治上的相對

性，這方面的理論一直要到黑格爾之後才臻明確。  

黑格爾視市民社會為國家與家庭間的仲介角色，是同時與自然社會、

政治社會相對的概念，也是個人主體性和私人需求的表現，它包含了三

個環節 17：  

1. 需要體系 (system of need)：通過個人及他人勞動，使需要得到仲

介，個人得到滿足，這種依個人自由選擇而達致的分工，是個體

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抽象表現。  

2. 司法機關(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即通過司法保障所有權，使

個人在互賴分工的過程中，具有可依循的權威，它是種消極被動

的救濟管道。  

3. 員警 (police)和同業工會(corporation)：員警代表著公共權力，其功

能在提供公共設施以方便經濟活動，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整並避

                                                 
16 G. H. Sabin，李少軍、尚新建譯，西方政治思想史 (臺北：桂冠，1991年)，頁 547。 
17 黑格爾(G. W. F. Hegel)，範楊、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臺北：裏仁，1985年)，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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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發生衝突；等級與同業公會則是市民社會成

員，為解決問題所成立的自發性機構，個人經由同業公會取得團

體的認同，也得到價值與規範的依循。  

黑格爾承繼了自由主義的需要體系與司法機關，更針對其弊端提出員

警與同業公會來加強團體意識，然而以私利為主導的市民社會，並不能

代表一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體，它需要國家經由法律和政策的引導，才

能達到倫理生活的理想 18。與洛克相反，國家在黑格爾的政治思想中顯然

高於市民社會，多元、個殊性的市民社會，需要公意、重道德秩序的國

家來管理 19，這是黑格爾市民社會╱國家觀的道德面，至此市民社會已取

得與政治社會也就是國家相對立的地位。  

基恩認為市民社會理論在十九世紀經過黑格爾等人的努力後，取得與

國家相分離的地位，在發展上有著四個重疊的階段 20：首先是各種獨立的

社會組織或機構逐漸在市民社會中成長，對抗國家的威權性。其次，市

民社會發展出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對抗國家權威的各種內部組織。接著

市民社會的反國家性 (anti-statist)受到國家的壓抑，國家開始嘗試將市民

社會納入掌控，以建立國家控制社會的論點。最後，代議民主制的發展

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仲介，既避免了國家對市民社會的直接控制，也避免

了市民社會因獨立於國家的多元性所產生的無序。所以對歐美學者來

說，社會的存在是先於國家的，國家對社會的壓抑和溝通則是後天賦加，

國家的建制正應以發展社會各層面利益，並平衡彼此間的利益結構為導

向 21。  

                                                 
18 鄧正來，市民社會，頁 63~64。 
19 黑格爾對此提出了需要的國家(state based on needs)、知性的國家(state based on understanding)
與外部國家(external state)的概念來對應市民社會的三層面，並認唯有在國家中，個體才能認識與
希求普遍利益，擺脫市民社會成員思想上的侷限性。請參見魏楚陽，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之研究

（政大政治系碩士論文，民 86年），頁 72~75。 
20對基恩而言，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並非限於資本主義國家，故不應將市民社會化約成資產階

級社會，首先，他認為馬克思所定義的市民社會太過偏狹，因他將國家簡化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組

織形式，市民社會的其他機構諸如家庭、教會、科學等都受到忽略，而公共領域也提供市民社會

一反資產階級的管道。其次，市民社會的存在先於資產階級社會，早期的市民社會理論關心的就

是如何掌控國家權力，並使之合法化的問題，將其視為資產階級社會，是無視於歷史的延續性，

且維持二者的分離當有助於其各自的民主化。最後，基恩本人賦予了市民社會新的意涵，因為在

社會主義下，各種所有制與分配形式並存，其建立受公共領域和國家的支持，而通過公共領域，

市民社會得以操控國家權力，進行監督。故只要具備以上四種進程，就應認係市民社會的生成。

參見何增科，「社會主義與市民社會」，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

1998年），頁 196~198。 
21  John Rawls, “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of the Good,”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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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要承襲黑格爾的國家╱社會觀，但主要限於需求領域，著重

市民社會與國家的權力運作關係。馬克思 22將國家分為抽象公民生活的政

治國家，與現實自利的市民社會兩個領域，他認為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

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

織，並產生一定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

正式表現的政治國家 23。因此資本再生產與商品交換的普及化，透過形

式、抽象的自由與平等，確認了人作為勞動者的私有化，它對應著政治

領域內自由與平等的價值觀，同時也對應著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 24，可

見國家是以體現社會全體總利益的形式，表現為國民所構成的政治國

家，卡諾伊 (Martin Carnoy)就認為，馬克思的國家理論主要有三個層面 25：

一是國家從各種生產關係中產生，二是國家是生產關係中階級結構的表

現，三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家，是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在武力上的表

現。  

正因為國家的形式與實質，決定於市民社會中各種物質及利益的實

力對比 26，市民社會成為國家維持資產階級利益的合法基礎，這種拒絕分

析個人與國家間關係，而將階級關係作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析主角，

正是馬克思與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一大差別，相較於黑格爾的三個環

節，馬克思僅剩需要體系。另外，黑格爾將國家視作普遍理性的代表，

也不同於馬克思將其視為市民社會異化的成果，因為黑格爾所冀望的等

級與同業工會在馬克思眼裡，不僅無法解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間的矛

盾，反而促成了市民社會同政治生活的分離，使國家淪為資產階級掌控

的工具。   

馬克思以後的市民社會理論在適用上產生了極大的歧異。現代資本

主義的發展是與基督新教相伴隨的，以宗教為始主權國家作結的新教 27，

與工業革命為起的現代資本主義，在對內的表現是行民主監督，但在對

                                                                                                                                            
17.4(1998), pp.251~277. 
22 就馬克思而言，市民社會與「資產階級社會」同義，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型
態，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1960年)，頁 41。 
2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1960年)，頁 321。 
24 陳世榮，馬克思「國家」理念之研究（政戰學校政研所碩士論文，民 80年），頁 160。 
25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44~56.   
26 黃代衍，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政大東亞所碩士論文，民 78年），頁 127~128。 
27 有關現代資本主義與基督新教之關係，參見韋伯(Max Weber)，於曉譯，新教理論與資本主義，
臺北：黎明，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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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則是以帝國侵略為導，而當西方帝國主義進入非西方國家之後，就產

生了是否有類似西方市民社會的質疑，因此非西方國家的城市商業發展

如何，是否有獨立於國家控制之外的領域，就成為西方判斷其文明進步

與否的指標，也成為非西方國家自我評判政治發展的標準。  

然而西方帝國主義面對的是非西方國家的政府，非西方的覺醒是在

現代國家的建立才開始的，黑格爾所認為的市民社會多元無序，正標誌

著新興國家需要強大的國家機器領導，才能遏止落後與混亂，所以與西

方經驗不同，市民社會反成為形塑的對象而非先驗的存在。在此同時，

依循馬克思主義所發展的共產主義，也引起了另一番爭論，既然市民社

會是資產階級建立意識領導的基礎，那麼一個強大的共黨組織就應平抑

市民社會中資產階級的發展，然而事實證明，強大起來的是黨國機構而

非標榜的人民民主，故對新興國家和共產國家而言，國家對社會的引導

反成其重心，沒必要探討國家如何撤出社會的領域，而是應研究國家如

何培養社會 28。  

同時在西方國家，國家力量也扮演了與過去不同的角色。現代經濟

與科技需要強大的資訊網與穩定的金融環境，而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貧富

差距也需要有效率、完善的福利措施來因應，因此西方社會的國家力量

在二次大戰後反顯著提高，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就因此認為民族國

家那種凡事皆可成為消費的目標，會使發揮個人行動以顯現自我的公共

空間受到斲傷 29，哈伯瑪斯則以溝通行動理論與公共領域的觀點，試圖平

抑國家力量的提升，他強調公共領域的重要性，認為資本主義過去僅強

調工具理性、目標理性，忽略了啟蒙時代人際間溝通的價值，並認為科

技官僚與現代科技的結合，正使生活世界受到政治力的恣意侵入。  

比較來看，不管是西方民主國家或蘇東共產集團，在進入二十世紀

以後，其社會均受到了國家力量的強力介入。對西方國家來說，現代社

會的機能運作繁雜，引起了各種資源上分配的不均衡，因此各種利益或

群體的精英，都藉由部門的協調以提高施政上的效率與公平性；而對共

產國家來說，平抑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種社會不均，落實共黨的民主專

                                                 
28 Larry Diamond, “Beyond Authoritarianism and Totalitarianism,” in B. Robert (ed.), The New 
Democracies: Global Change and U. S. Ploi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pp.227~249. 
29 莫大華，政治實踐與理論－漢娜‧鄂蘭的政治哲學的整合觀點研究（政戰學校政研所博士論
文，民 87年），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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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並在物質建設方面縮短與西方先進國家的距離，則形成了列寧式的

黨國體制，這種社會群體往國家統治的轉化，形成了國家社會化甚至社

會國家化的趨勢 30。   

是故，國家與社會間勢力消長、孰為優先的議題，又再次引起爭論。

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就提到 31：「所謂的想像

共同體，是一集體認同的認知(cognitive)面向：想像不是捏造，而是造成任何群

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名稱指

涉的不是什麼虛假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le fait 

social)。」當現代民族國家藉由資本主義的流動而深植於非西方國家時，

維繫此民族╱國家的意識也經由市民社會鞏固起來。市民社會本就是與

國家相伴隨，試圖區分國家社會間的不同與分野，在現實上並無多大的

意義。將國家視為應限制的客體或認應避免其對個人權利之干涉，明顯

忽略了國家動員與塑造群體歸屬的作用，沒有向心力的市民社會，是無

法發揮理性溝通的功能；而若將市民社會視作社會利益與意見向國家的

傳達者，也忽略了所謂的利益很可能只是國家官僚的政策引導。同樣的，

非西方國家的國家╱社會觀確實非如西方社會一般的生成，但其對國家

╱社會觀的詮釋也將循著全球化的步伐向西方社會滲透，若堅持國家社

會的硬性劃分，恐將陷入本質主義的境地 32。因此在之後的討論，吾人將

只就大陸市民社會的國家╱社會關係提出看法，避免有規範性的評價出

現   

 

第三節、中國大陸市民社會的國家社會觀  

（一）近代中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  

近代中國究竟有沒有市民社會出現，從過去就一直深受質疑。韋伯

將帝制中國視為一具有特殊結構的家產制國家(patrimonial state)33，認為

                                                 
30 故在共產集團的國家與社會研究上，學者習套用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包括極權主義、多元主
義、統合主義等，因為相較於西方係由外部利益向體制內轉換，列寧式政體則將其直接轉換成各

部門利益，故政策協調也形成了一種多元利益的表現。此相關論述，參見 Archie Brow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Soviet State: Western and Soviet Perspectives,” in Neil Harding (ed.) , The State in 
Socialist Societ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 PP.53~71. 
31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
北：時報文化，1999年），頁XI。 
32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2000年），頁 143~144。 
33 Max Weber, Trans by H. H. Gerth , 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 Y. The 
Free Press, 1964), p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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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漢帝國建立大一統格局後，儒學和宗法制度就成為帝國的核心價

值，家產官僚制被有效侷限於城牆內，中央的行政支配權僅能及於城市，

韋伯因此認為城市僅是行政管理的產物，不具有市民社會甚至政治社會

的性質，而所謂的行政力量也無法深入社會基層，農村的運作與對城市

的連繫其實是交由宗法與鄉紳來負責的 34。是故，在上有皇權做為天命、

道德的來源，在下則有地方與鄉紳合作使道德政權得到鞏固，整個帝國

形成了一個「教皇」轄地組成的聯邦 35。  

道德政權的穩定格局在金觀濤與劉青峰的論述中得到證實，他們認

為傳統中國是一種超穩定結構 36，在思想方面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經由科

舉選官與人治教化來維繫一統的局面；而在政治結構上，則分為上層的

官僚機構、中層的鄉紳自治及基層的宗法家族組織；最後在經濟層面，

則以自耕農、佃農、地主三者組成的地主經濟來維持其運作，三者間形

成一體化的關係。由於超穩定結構是農業社會的產物，而歷代的興亡都

是由農村基層的鬆動再轉而向上所促成，因此都未觸動到結構的穩定。

所以當一八四○年以後的衝擊，是西方的工業文明對中國的農業文明挑

戰時，超穩定結構就出現了根本上的改變。  

 

 
圖 3-1：中國傳統社會結構  

                                                 
34 Max Weber , Ibid. pp.91~96. 
35 Max Weber , Ibid. pp.48. 
36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1993年），頁
68。  

 
儒家意識型態  

 
政治結構  

地主經濟  

(自耕農、地主保持適當比例，社會動員鄉

村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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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1993 年，頁 35，圖 1.2 

 

宗法與道德政權的結合，似乎使國與家間分際不明，國是家的延伸，

彼此間形成一種大我與小我的關係。Kwan 雖然認為晚清有著市民社會的

跡象 37，但在他的論證中，卻突顯了天津鹽商在地方網絡上與官僚的結

合，在商業交易上，鹽商雖有極大的自主權，並在司法與地方事務的謀

斷上有著不小的發言權，然而官僚對其經貿的政治協助，與對地方經濟

發展的共謀互動，只能說明雖然行政權力在民間留有極大的空間，但民

間並不會因此認知其與國家的立場相對立，就行政管理來說，行會反成

為政府行政的受託者。  

綜上所說，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缺乏明顯的區分，主要在中國人

的認知問題 38，國既是家的延伸，那麼國家機關自然是社會的一份子，所

以在私的方面，官僚照顧鄉裏，靠血緣、宗法制度互為聯繫，而在公的

方面，孝順可昇華至忠君愛國，這種認知的形成，係在於儒家文化有效

的將農業社會穩定在一個道德政權的架構下。因此在農村，道德政權仰

賴士紳與知識份子自主運作，而在都市，由地主進行商業活動，串聯著

城鄉間的經濟關係，維持著帝國的運作。單以社會仲介層的角度來看，

士紳與地主似乎是帝國對基層統治的仲介體，而血緣和宗法制度是仲介

層間的文化網絡，然而若仲介層與文化網絡並非以對立的角度看待國

家，那遽以認定中國當時已因文化仲介網絡的出現而有市民社會的出

現，似乎就忽略了公私領域的界分不能立基於家國不分的格局，如果人

倫的擴大不過是家庭倫理的延伸，那麼國家對基層的放任正因彼此的治

理源於同一邏輯，社會的自主表現也不過是國家統治的一環。  

 

（二）中共建政前後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  

1. 建政前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清末以來的外力衝擊，使中國社會開始了「國家」的學習歷程 39，在

思想、經濟與政治結構上有著如下的轉變。首先在思想上，統治者相繼

                                                 
37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1).  
38 石之瑜，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臺北：五南，1994年），頁 32。 
39 陳志奇，中國近代外交史（臺北：國立編譯館，1993年），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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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做為新的意識型態，以取代備受動搖的儒家思

想，並以新式學校的設立將知識份子集中至城市；而在經濟上，鼓勵士

紳進城發展工商業，並與官僚合作形成官僚資本主義 40；最後在政治結構

上，為了灌疏新的意識型態並填補士紳與知識份子所造成的空缺，將官

僚體制膨脹至原來的中層結構，使得超穩定結構成為超國家的因數，西

力不僅未能使中國產生市民社會，反有助於民國以後國家力量對社會基

層的滲透。  

簡言之，由於促成這次變革的過程並非封建時期由下至上的農民運

動，而是由知識份子與官僚由上至下所造成的，種下了超穩定結構由原

先的道德政權轉向國家行政力量對基層滲透的因數，扼殺了傳統仲介層

的生存空間，造成強國家弱社會的事實 41。其實就心態上而言，知識份子

並未認知社會與國家的不同 42，其立論以富國強兵為尚，在心態與影響力

上，也未求深入農村。因此一方面家國觀念的遺絮，一方面廣大的農村

並未受此變革的影響，建政前的中國市民社會可說極為微弱。  

農民的角色之所以被強調，是因為中國大陸從過去到現在，農業人

口始終在人口結構中佔著極大的比例 43，沒有農民的支持，都市中市民社

會的發展與民主化的推行將是無根的浮萍。摩爾 (Barrington Moore)就認為

農民階級的商業化攸關著一國民主化的成功 44，他將前工業社會推進到現

代社會的歷程分為三種：一是由資產階級革命開通的，其關鍵是一具獨

立經濟基礎的社會集團，衝決了承自繼往對民主資本主義的諸種障礙；

二是同樣採行資本主義，但卻在二十世紀初發展成法西斯主義的國家，

他稱此為資本主義的反動形式，相對而言此一歷程的工商階級仍屬弱

勢，尚需仰賴舊有的統治階級，因此為一自上而下的革命形式；第三則

為中俄兩國的共產主義，該等國家的工商階級更嫌薄弱，其官僚階層結

                                                 
40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頁 126~140。 
41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頁 411~414。 
42 這根本的差別，在於中國人是以集體的心態來接受國家的概念，而非如西方係經由資本主義，
以個人的立場立定契約，交付權力與國家。參見石之瑜，中國文化與中國的民（臺北：風雲論壇，

1997年），頁 91。 
43 吾人可試由毛在建政前所寫的報告，瞭解中國當時的農村與城鄉貧富狀況，在他的報告中，
中產階級以上者幾乎全在城市，而農村多半是無產階級及半資產階級，比例在全國人口的九成以

上。參見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集）（北京：人民，1964 年），
頁 37~53。 
44 摩爾認為有否存在一獨立經濟基礎的社會集團，關係著各國在接觸資本主義後的制度走向。
參見摩爾(Barrington Moore)，蕭純美譯，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臺北：遠流，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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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龐大的農民，對後起的工商階級施以嚴重打壓，而農民在革命成功後，

又轉而成為遭打壓之對象。  

縱觀摩爾的立論，土地貴族與農民對於農業商業化的回應，是政治

走向的決定性因素，尤其興起的工商階級，若能與舊有的土地菁英份子

結盟，更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農業的商業化與農業階層大量脫

離土地，轉向城市進行工商業活動，是促成該國現代化進程的主因。  

摩爾的觀點與韋伯一樣，認為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大一統狀態，是

造成資本主義工商業不易在中國生根的主因，農業文明與官僚系統緊密

結合，是中國大一統結構的維繫力量。然當清末資本主義入侵時，卻正

逢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弱化之際，因此促成現代化的主角轉由地方官僚與

地方士紳聯手進行，由上至下的工業化進程反造成了地方勢力的割據問

題，這些地方官僚與入城從商計程車紳階級合作，反又壓榨了農民階層，

使得農村自始至終未脫離被壓搾的命運。  

    農民未能利用這次機會大量流入城市，增進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未

推行農村的商業化，厚植城市商業化的實力，使得建政前的中國社會呈

現了農村與城市發展的分立局面，這是市民社會未能厚實的因素，也是

中共政權之所以成功奪權的基礎，因此即便在城市有著知識份子的大聲

呼籲與商業活動的發展，終究也只能成為泡沫式的市民社會。  

 

    2. 建政後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發展  

    在討論中共建政以後的國家╱社會觀之前，我們要先說明中共的社

會主義國家觀。在馬克思的觀點裡，社會主義是要打倒國家的，然而為

對抗資本主義，史達林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先在一國鞏固下來 45，以國家力

量發展無產階級社會，才能避免資本主義國家的幹預。由於共產主義下

只有無產階級社會，國家就被賦予促成無產階級天堂的使命，有義務為

無產階級找好工作，故在經濟上行中央計劃體制，在政治上行黨國合一

的制度 46。  

認知上，社會主義與儒家文化一樣模糊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野，但在

                                                 
45 此即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http://rwxy.tsinghua.edu.cn/rwfg/lk/lk2/lk2-41-2.htm。〔2003/1/3〕 
46 Edward Friedman, “Maoist and Post-Mao Conceptualizations of World Capitalism: Dangers and/or 
Opportunities,” in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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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與滲透，社會主義卻有更好的成效 47。首先國家善用了傳統中國大

我、小我的心態，使個人甘於為國奉獻；其次國傢俱有強制力，在國家

社會合一的情況下，擁有強制力更能為個人創造財富，反過來，國家也

可拉攏社會成員的向心力；最後，中共建立了一套串通基層的組織，利

用合作社與集體經濟，掌控了各層面，在城市推行了單位社會主義，在

農村則進行了合作化運動。  

 

（1）城市中的單位社會主義  

自五十年代中期，中共開始推行一連串的合作化運動，原先建政前

存在的私營企業主，開始被併入至集體經濟，成為單位企業的一員，而

在行政區劃上，區、街也不再具有意義，單位 48成為個人生、老、病、死

的場所，企業與單位成員成為利益的共生體，被稱為單位社會主義 49，它

有幾項特色：  

a.身份制與單位相結合 

中共建政後，一方面要對抗城市的舊勢力，一方面要推行計劃經濟，因此積

極的推行城市單位制，在五十年代中以後，就幾乎將所有人納入大小不同的單位

中。在國有企業部份，其成員分為工人、技術人員與領導幹部，在福利享用與經

社地位上，工人最低幹部最高，由於單位制混合了戶籍、行政地位，嚴格限制了

單位成員的流動，因此個人只能將注意力放在單位，社會結構與分層成為一種極

穩定的結構50。 

b.單位成員的經社福利決定於上級領導的判斷 

在經改之前，大陸的企業產權呈公有單一化發展，不是國有企業就是各種集

體企業，而集體企業又依附於國企，由於產權單一，因此企業的經營指標就依靠

國家每年的計劃作決，企業營運並非來自利潤的追求而係行政命令的服從，所以

對上級交辦事項的施行程度，就決定了單位成員的升遷評比，這使得成員一方面

                                                 
47 石之瑜，中國文化與中國的民，頁 41~43。 
48 有關單位理論的研究，包括八十年代西方的華爾德以及九十年代以來的大陸學者：路風、李
漢林、李猛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觀點，本文基本上採路風的看法，認為單位是社會組織的一種

型態，為國家組織的外延，在單位之下的個人只有透過單位，才能合法地分享由國家和集體所控

制的社會資源。路風，「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中國社會科學（北京），1989年第 1期，
頁 71~88。 
49 Brantly Womack, “Transfigured Community: Neo-Traditionalism and Work Unit Socialism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26 (June 1991): 313~332.  
50 張宛麗，「中國社會階層研究二十年」，社會學研究（北京），2000年第 1期，頁 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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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政治上尋求正確，在私底下也必須與上級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產權更與身份制相連，不同的產權就有相應的福利與地位，國有制最好，鄉

鎮次之，農村最差，這種將個人身份與產權相聯的等級產權制51，是幫助社會穩

定的一大因素，單位成員若想要尋求更好的福利，只得加強與上級間的聯繫。而

在所有的福利中，住房問題是最為成員所關心的，由於幾乎沒有房市的買賣，居

住成為政府義務的一部份，對此中共每年都需投進大筆經費，而住房品質的劃一

就成為最大的特色52。 

c.單位領導決定其成員的政治權力 

由於單位內的升遷係依政治表現為判，因此與黨政間的關係，就成為單位成

員最關心的事，這種結合政權與財產權的單位型態，正是造成大陸過去紅與專爭

議的原因之一。中國大陸自五十年代開始，已將其黨組織紮根於地方基層，但並

非以職能為區分，而係與行政區的劃分相配合，具有屬地的性質，因此當計劃內

容下放給下級政府規劃時，無疑給地方黨部支配的權力，單位內的黨支部因此負

起單位事務的主控權。然而與蘇共國家不同的是，大陸的單位制係將人身依附結

合於黨政的支配，個人除了政治上表達忠誠外，更依賴傳統中國的人際網絡53，

由於不鼓勵公開的意見表達，實際上也無此管道，因此抬面上的參與途徑，包括

匯合團體、表達利益，都成為不被允許與支持的行為，單位成員只得經由走後門、

拉關係的方式，擴大其政經的地位。 

單位制度所造成的人際依附，雖然強化了地方領導對抗上級的力量，形成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但這也限縮了內部成員政治參與的空間，也無法建立制度性的

參與途徑54。總結來說，城市居民在經改前受到各種單位的劃分，而他們如果想

要尋求更多利益與參與，除了在政策的實行上力求表現外，就只能以各種人際網

絡拓展，並不具備市民社會所要求的二元分立與自主獨立的決策參與。 

 

（1-1）單位制對市民社會的影響  

藉由單位制的實施，中共有效地讓國家力量深入至社會基層，建政前

                                                 
51 羅小朋，「等級產權制度與中國的改革」，吳國光編，國家、市場與社會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1994年)，頁 52~71。 
52 邊燕傑等，「單位制與住房商品化」，社會學研究（北京）， 1996年第 1期，頁 83~95。 
53 對此，華爾德以「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稱呼這種由黨政力量和人際關係合一的新
體例。參見華爾德(Andrew G. Walder)，龔小夏譯，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香港：牛津大學，
1996年)，頁 18~22。 
54 Flemming Christiansen &Shirin M. Rai，潘兆民等譯，中國政治與社會(臺北：韋伯文化，1999
年)，頁 16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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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經濟，也在過程中統歸於國家的掌控之下，路風對單位制的特色

有如下描述 55：  

1. 個人對國家的依附：國家一方面以行政手段消滅市場關係，一方

面又要求企業肩負勞動者永久性就業和福利的責任。  

2. 行政組織的擴充：決定黨－國力量在組織過程中的政治引導，阻

絕法律的作用。  

3. 就業場所成為政治參與的空間：當位於領導階層的黨藉由單位深

入到社會基層時，職工個人的政治參與空間也由單位取代。  

4. 身份制的確認：單位內的黨和行政組織不僅決定勞動過程的管

理，包括各種社會、政治活動也由其負責，單位照顧個人從生到死

的一切事務，也確定了勞動者一生的身份。  

路風所界定的單位制，不管在身份、產權、政治參與上，都突顯城市

的單位人已缺乏一獨立於國家的領域。原先在建政前存在的傳統士紳與

私營企業，都因此成為國家行政體制的一環，國家不再需要行會或其他

仲介層就可直接掌控城市中的每一人，國家儼然已與社會結成一塊，個

人則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員。  

於是，為擴大個人的參與機會，增加住房等福利措施，單位成員只好

訴諸傳統的人脈關係網絡以及在政治正確上的忠誠，前者使得成員依附

於單位的領導，形成單位的社會化，後者則確立了成員對道德政權的尊

重，以效忠國家的政治取向為依歸，是故當國家對政治正確不再強調時，

對成員的拘束就只剩傳統的人脈關係網絡，他們對單位的依附反不利於

國家對社會的整合，而單位與國家的聯繫，反成為國家在福利與財政上

的負累，此部份將在之後續作討論。  

 

2. 農村的合作化運動  

中共原先就以土地改革起家，建政以後，便戮力打破以地方鄉紳做

為地方與中央仲介者的傳統建制。一九五七年三大改造運動完成後，農

村脫離了小農經濟的模式而改由生產隊負責，農村經濟與農民個人脫鉤

而改以集體經濟的方式，由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施行分層管理，使

                                                 
55 路風，「中國單位體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 5期，1993年 11月，
頁 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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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能將指令傳達到地方的最基層，中共並在各地設立共黨的支部，使

黨支部書記與社隊隊長取代士紳的地位 56。然而與城市單位制不同，農村

的合作化運動在一九六一年後因大躍進的失敗而受阻，以劉、鄧為首的

中央官僚接手毛的爛攤子，實行包產到戶，大幅下放權力至農村基層，

政經一體的公社因此名存實亡，生產和分配的權力，都從人民公社的國

家幹部轉移到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黨委書記手中。與公社幹部不同，生

產隊的黨委書記絕大多數是農民出生，靠著生產隊過活，較能反應農民

的期望，因此對包產到戶的施行多半大力支持。  

然而，這段過程卻使國家與基層社會的關係受到扭曲。大躍進的動

員係經由黨務系統發動，強調黨國一元的領導，所以黨務系統由中央到

地方各基層，都是重要性遽增，深化了官僚在計劃經濟的影響力，對公

社的幹部來說，他們是國家幹部，自然站在政策的立場，以兩本賬的方

式討好上級，然對生產大隊與生產隊的幹部來說，他們來自農村，如果

真危害到農民自身的權益，幹部反會抵制上級的政策 57，因此大躍進的失

敗，反使農民遷怒於國家官僚的失策。所以當毛發動文革，將矛頭對準

官僚時，農民自然響應他的號召，造成國家體制的混亂 58。  

以農村而言，毛的國家社會觀並非如一般所認為的強國家模式，相

反的，國家在毛的眼中只是手段工具的運用，他是藉國家來改造社會，

融工、農、商、學、兵為一爐的人民公社，被認為是現階段社會主義建

設的最佳形態，也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 59，對照日後的發展，

基層社會在社會主義改造的腳步上明顯快於國家官僚的設想。確實，國

家力量在土改、合作社運動後進入了農村基層，改變了過去無法深入社

會基層的事實 60，然對毛而言，文革所針對的黨與官僚脫離群眾與社會路

線的問題，卻使農村成為社區型權力取代官僚主義國家的狀態 61，對國家

                                                 
56 有關農村基層組織自近代以來的變革，參見沈延生，「村政的興衰與重建」，戰略與管理（北
京），1998年 12月，頁 1~11。 
5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臺北：聯經，1998年），頁 706~707。 
58 是故，文革可說是大躍進的後續發展，群眾既然連性命都可付出，在道德上自無可苛責，反
射到國家即為對官僚的不信任，並對道德政權感到懷疑。參見石之瑜，兩岸關係的深層結構－文

化發展與政治認知(臺北：永然文化，民 81年)，頁 33~46。 
59 有關人民公社的由來與毛對它的期許，參見淩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

和失敗，北京：人民，1997 年。 
60 天兒慧著，劉靜貞譯，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臺北：月旦，1994年），頁 112~114。 
61 天兒慧著，劉靜貞譯，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頁 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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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關係的發展反而不利。  

    總結來看，中共建政以後，確實使得國家力量深入至社會基層，壓

縮了社會的自主空間，在城市，有單位社會主義，在農村，合作化運動

使黨委書記取代了傳統士紳的角色。與超穩定結構相比，意識上已由共

產主義取代，但它並非一儀式性的道德政權，而是透過黨國一體的方式

深入基層，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不再留有仲介階層與空白地帶，改由黨委

書記負責。其中城市與鄉村的發展略有不同，在城市以單位社會主義為

主，單位成員形同國家機關的一員，而在農村則以人民公社為核心，個

人因社區型權力反與國家保持了一定距離，通過這些設計，整個社會被

整合在行政和政治意識的架構之下，呈現由上至下的金字塔型資源壟斷

62，在認知上則強化了社會與國家合一的傾向，因此在八十年代之前，中

國大陸幾無市民社會的發展。  

 

（三）經改後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 

對許多學者而言，八十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最

大影響，就是市民社會的再生 63。計劃經濟萎縮，經濟型態出現了外資、

三資、個體戶、私營企業等各種型態，而國家權力也開始從社會領域退

縮，農村實行了村自治，有了基層選舉的產生，城市的單位不再統包一

切，舊有的區、街組織開始復甦，隨著商業化的腳步，國家在意識型態

上也逐漸鬆綁，近來更以推動資本家入黨吸引各界目光 64，然而既然當初

的社會主義合作化是由政府主導，那麼今天的放權讓利就不能單純視為

國家力量在社會領域的退縮，我們先檢視城市與農村的變化。  

 

1. 改革開放後的城市單位制變化  

a.階層關係的變化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主要來自兩個因素，一是政策的引

導：國有經濟虧損嚴重，至一九九五年上半年為止，其虧損面已達百分

                                                 
62 李英明，中國大陸研究（臺北：五南，1995年），頁 98。 
63 梁治平，「民間、民間社會和 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探討」，當代中國研究（美國） ，
2001年第 1期，總第 72期，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10106&total=72. 
64 「中共 16大吸收資本家入黨」，大紀元時報，http://www.epochtimes.com/b5/2/11/8/n243629.htm.
〔2001/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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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十二點三七，而龐大的冗員正是造成國企不堪負荷的主因之一，因

此中共在該年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決定「捉大放小」的方針，保留一

千傢俱競爭力的大型集團化國企，而將中小型的國企改以鼓勵公私合

營、中外合資的方式，朝混合式經濟的方向發展，這波國企的縮減政策，

自然使得部份職工被迫脫離國企，形成社會階層的流動 65，學者認為，職

工面臨下崗或轉向其他非國有部門發展的現象，已使得民眾在心態上開

始由「單位人」往「社會人」發展 66
。；二是社會本身的變動：單位制與

戶籍的配合，使得大陸近三十年呈人口流動停滯的現象，然而特區與開

發區的興起，城市人口已呈大量流動的現象，不僅如此，階層劃分的標

準也轉而以財富為衡量 67，這使得大陸社會由二層結構（統治階層、群

眾），轉變成三層結構（統治階層、中間層、群眾）68。依表 3-2 的統計，

這些中間層主要指個體戶、知識份子及私營企業主等，他們約佔人口總

數的一成六，且正在持續增加中，其經濟基礎不僅足供自給且較不受政

府的干涉，西方國家認為這是中產階出現的象徵，並認將塑造出市民社

會，進而導致政治的民主化。  

 

表 3-2  中國階層結構（以 1997年為例） 

 

階層 職業 從業者年總收入 從業人員百分比 

上等階層 高級官員 

國家銀行及其它國有大型

事業單位負責人 

大公司經理 

大中型私有企業主 

2.5萬元左右 

5-10萬元 

 

10-100萬元 

100-300萬元 

1%左右 

上中階層 高級知識份子 

中高層幹部 

中小型企業經理 

5萬元左右 

2萬元左右 

5萬元左右 

4.2%左右 

 

                                                 
65 鄭竹園，大陸經濟改革與兩岸關係（臺北：聯經，2000年），頁 160~161。 
66 徐東海、夏樂生，「大陸職工下崗所引發問題及解決對策之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7卷第
4期，民 90年 2月，頁 56~57。 
67 楊繼繩，「中國當代階層結構的總體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 年秋季號，頁
119~128。 
68 「現今我國社會結構研究座談會綜述」，社會學研究（北京），1993年第 5期，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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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私有企業主 

外資企業的白領顧員 

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 

10-100萬元 

5-20萬元 

5萬元左右 

中等階層 專業技術人員 

科研人員 

律師 

大中學教師 

一般文藝工作者 

一般新聞工作者 

一般機關幹部 

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 

個體工商業者 

2萬元左右 

2萬元左右 

3萬元左右 

2-2.5萬元 

2萬元左右 

2.5萬元左右 

2萬元左右 

3萬元左右 

3-10萬元 

11.8%左右 

中下階層 工人階層 

城鄉交替階層 

農民階層 

8000元左右 

5000元左右 

3000元左右 

69%左右 

 

下等階層 城市下崗、失業人員 

農村困難戶 

4000元以下 

1000元以下 

13%左右 

資料來源：楊繼繩，「中國當代階層結構的總體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秋季

號，頁 119~128。 

 

b. 產權的多元化與牆頭經濟的發展  

中共的經改是先由放權讓利再深化到產權問題 69，在這過程中有兩項

因素鬆動了單位制的實施：一是市場力量的介入。由於國家對企業經營

的逐步鬆綁，企業員工得以因此發展經營項目以外的經濟活動，也就是

牆頭經濟，它一方面利用企業資源，搶搭市場化的順風車，一方面也得

以補足市場化後福利的不足，這部份我們後面再談。二是產權的多元化，

依表 3-3 的統計，至二○○一年為止，國有企業在工業企業中所佔資產值

約僅有四成四，但在非公有制部份卻以至四成五與國有制分庭抗禮，產

權結構確已趨向多元發展，大陸學者也認為產權多元化標誌著個人利益

                                                 
69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臺北：正中，民 85年)，頁 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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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尊重，大陸將朝「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向前進 70。  

 

表 3-3  大陸各種經濟類型工業企業佔工業總產值比重  

 

期間  全民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  其他  

1991 63.82 29.6 6.59 

1995 44.49 35.22 20.24 

1998 35.56 27.51 36.94 

2001 44 10.48 45.52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91、1995、1998、2001）  

 

牆頭經濟是國企受到市場化影響的證明，牆頭經濟係指企業員工利用

企業的資源、設備、人力從事與企業營運項目無關之事務，由於擺脫企

業的掌控，市場機製成為牆頭經濟最重要的考量，就企業來說，並不排

斥牆頭經濟的存在，因為牆頭經濟究竟是依靠企業的庇護方得進行，在

國企連連虧損的情況下，如何將牆頭經濟納入體制內利潤的一部份，才

是經理者關切的議題 71；而牆頭經濟也補充了企業在經改後愈益縮減的福

利，國家由於無力再應付國有企業龐大的虧損問題，職工的福利轉而要

由廠方自行籌劃，因此單位制已從過去作為黨國力量滲透個人生活的媒

介，轉化成一獨立運作的機制，單位不僅要主動為成員謀取利益，也成

為與國家相抗衡的組織。  

c.住房的商品化  

八十年代以後，住房成為單位成員與企業的共同負擔，住房的興建仍

未擺脫企業的支配，興建的品質一方面要看單位所屬企業的性質，國有

大型的相對最好，中型次之，一般集體企業則最差；一方面住房的租金

又與職工的薪資掛鉤，使得個人與企業的關係反而愈趨緊密。在九四年

以後，中共又開放公有住房的出售，使得住房已完全由過去的福利性質

轉換成商品性質。然而表面上住房的私有化似乎擺脫了單位的限制，但

                                                 
70 鄭杭生、洪大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主要內涵」，社會學研究（北京），1996年第 1期，
頁 58~63。 
71 盧漢龍，「牆頭經濟和集體社會主義」，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上海），1999 年第 4 期，
頁 12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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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由於買方能力的不足，賣方往往刻意壓低價格，這使得私有化反

成為個人依附單位的推手，因此與牆頭經濟一樣，住房商品化加強了單

位的職能，一方面在國家放讓權力之際，使單位成為成員的實際管理者，

這種要求企業負起職工住屋的現象，使得單位朝向社區化發展 72，而居民

對衛生、安全、教育等需求，迫使企業必須為這股政府不願肩負的重擔

費盡心思，如此下來，企業除了允許更多的體制外經濟，也加強了個人

對單位的依賴 73。  

d.黨政力量的弱化與參與途徑的演變  

原先依賴行政指導的單位內領導，由於利益與企業掛鉤，而企業又以

市場為導向，使得黨政領導轉而成為市場經濟的推手，他們利用政治資

源換取經濟上的利益，成為另一種新富階級。在過去，共黨的意識型態

束縛，至少讓領導與群眾間的貧富差距不大，這是因為單位所提供的福

利係由國家一體化的決定，經改的放讓權利，使得福利負擔轉到企業本

身，沒有中央的約束，人際關係成為最重要的因素，個人關係與政治資

本共同成為經濟利益的源頭，擴大了社會的不平等結構 74。  

由於經改的放讓權利是由上層領導來決定的，因此與上層間的良好互

動，影響了經濟上的利得，這促使人民的參政過程仍延襲過去，傾向於

執行面上的參與。過去車間政治依賴人際關係與政治正確決定個人參與

空間的大小，現在市場誘因取代政治正確 75，人際關係自然成為參與空間

的主要依據。誠如之前所雲，經改的結果不僅沒有使個人脫離單位的掌

控，「單位社會主義」、「單位社區化」反而落實這種以集體意識為導向的

思維，個人既然依附於單位，自然不願以公開對立的立場表達己見，轉

而傾向在執行面上利用人際關係謀利。  

而因產權多元化所創造出的非國有部門，也並不因此增加了參與的空

間。大陸的經改係依靠於政府的政策放寬，大陸本身並無西方的參與制

度，私營資本家目前又不符入黨的規定，因此不與政府相對抗成為企業

                                                 
72 華偉，「單位制向社區制的回歸」，戰略與管理（北京），2000年第 1期，頁 86~99。 
73 盧漢龍，「單位與社區：中國城市社會生活的組織重建」，社會科學（上海），1999年第 2期，
頁 52~54。 
74 陳志柔，「中國大陸的不平等結構與制度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 42卷第 10期，1999年，
頁 1~14。 
75 平萍，「制度轉型中的國有企業：產權型式的變化與車間政治的轉變」，社會學研究（北京），
1999年，第 3期，頁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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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保之道。是故，學者有認西方社會所認為的中產階級驅動民主化的

模式，並不一定會在大陸發生，在國家機器壟斷資源的情況下，資產愈

雄厚者反而更需積極地配合政府的施政走向 76，經改的放讓權利只是讓政

府改變控制基層的手段，並不能遽以認為大陸已出現一擺脫國家掌控的

市民社會。  

 

2. 改革開放後農村社會的發展  

a.社辦企業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關係  

七八年推行經改以後，人民公社解體，農業改以聯產承包責任制取

代原來的合作化經濟，就農民來說，只要上繳農業稅等賦稅，剩餘利潤

都歸其所有，因此除了土地不能私自買賣以外，已與過去小農經濟差異

不大，但這對上級政府來說就有極大不同，因為缺少公社與生產隊的協

調，鄉政府已不能再如過去以一條鞭的方式收取賦稅，尤其經改以後，

上級補助的逐年減少，鄉政府得擴大其自籌財源的比例，因此如何重建

對農村的掌控，就成為鄉－村間的重要難題。  

因此，原先的社辦企業就成為拓展農村財源的管道。社辦企業在經

改後改為鄉鎮企業，它活動的範圍由過去的鄉村兩級擴展至社員聯營的

合作企業，在產權上它是屬於村民集體所有。自八四年到九○年末，鄉

鎮企業的發展超乎了官方的預期，成為農村財源的一大支柱，這主要有

幾項原因：首先，鄉鎮企業是農民自發的組織，未列入國家的計劃，因

此雖為集體所有，但在取得農民共識的前提下，鄉鎮企業卻可以極高的

自主性發展，在市場敏銳度上優於其他國有企業。其次，鄉鎮企業源自

經改前的社辦企業，領導高層在缺乏經濟利益的情況下，自然樂於扶助

鄉鎮企業，為其打通關節。最後，鄉鎮企業有效利用了短缺經濟的機會，

鄉鎮企業的產品一般水準不高，對消費能力有限的大陸民眾，無異是最

好的選擇 77。  

然而這樣的發展並不意外，之前我們提過農村在經過毛時期的政治

動員後，雖然在架構上受到黨國組織的滲透，但發展上卻成為社區型權

                                                 
76 石之瑜，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頁 153~159。 
77 然而這也種下了日後發展的瓶頸，品質無法有效的提高，使得短缺經濟在彌平之後，鄉鎮企
業的競爭力嚴重下滑，且由於不重品質，故重複投資的比例過高，形成資源的浪費。參見朱原倫、

王振旭，「作好鄉鎮企業結構調整這篇大文章」，企業家（武漢），第 17期，1997年，頁 7~9。 



由網際網路論對中國大陸市民社會的再認識 

 55

力，鄉鎮企業在放讓權力的前提下，有效利用了相對於國家管控的自主

性機制，自然在經濟表現上引人側目 78。這使得村黨支部在鼓勵經濟發展

的前提下，試圖另立制度，結合政治上的滲透與經濟效益上的果實，吾

人認為，村民自治正是在此背景下推行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

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務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其成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形成了鄉政－村

治的基層結構。而村支部的黨委書記在其中則扮演了提高農村經濟發展

的角色，中共中央曾明確指出，村級黨支部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具體

作法包括：  1.在黨員數量較多的村辦企業建立黨支部，2.行政村建立黨

的總支部，3.以村民為中心小組織，自然村為單位，設黨小組，4.在各種

經濟聯合體中設置黨組織，形成以黨支部為核心，村委員會為基礎，經

聯社為依託，群體組織為紐帶的黨村社合一的結構 79。  

因此如何將村內集體經濟與村落組織聯繫起來，就成為村委會與黨

支部的共同關切，他們一方面希望村辦企業不致離村民利益太遠，一方

面又要兼顧村辦企業的經營，以村黨的資源補助其發展，從而形成了『村

支書－董事長、村主任－總經理』的『村企合一』模式 80。在村辦企業經

營良好的情況下，村能擔負鄉政府在財政上的需索，村民也願積極加入

選舉，以強大村委會的聲音；然而在村辦企業經營不善，集體經濟薄弱

的情況下，村委會反成為鄉政府向村民增加攤派，上繳稅罰的白手套，

則村委會選舉自然就不熱絡 81。  

可以發現，村經濟的強弱對村委選舉的影響會如此強大，係因為村

並未跳脫國家行政上的掌控 82，國家僅是將村委選舉作為一種制度上的調

整，為的是將因實行聯產承包制後分散的農村基層，能藉由基層選舉而

                                                 
78 這種地方政府基於利益主動與企業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地方政府統合主義。參見 Jean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a Quarterly(December 1995) No. 144, 
pp. 1132-1150. 
79 宛宗祥，「農村黨建工作要與經濟工作相結合」，農村黨的建設新經驗－縣(市)委書記談農村
黨的建設(一)（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2年），頁 199~205。 
80 中共宜昌縣委政研究室課題組，「關於村企合一的探討」，中國農村經濟（北京），1997年 8月，
頁 36~39。 
81 柳金財，「中共基層民主建設中「鄉政」與「村治」的關係探討」，東亞季刊，第 30卷第 1期，
1999年，頁 136~138。 
82 柳金財，「中共基層民主建設運作中「黨」的因素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4 卷第 11 期，
1998年，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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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凝聚，並將其跳脫行政層級而成自治單位，避免選舉的效益擴散到

鄉鎮以上的行政體系，造成體制上的民主化，共黨則在過程中起協調的

角色，並利用農村對村辦企業的依賴，拉近幹群間的關係 83，所以當一九

八六年彭真與反對村委選舉的黨代表在爭論是否應續行時，所提出的關

點是如何拉進幹群關係，打擊貪汙不法與解決治安問題，而非所謂民主

化的推進與否 84。農村集體企業的發展不僅提供了政府行政服務的機會，

也提供其參與投資的管道，強化了農民和國家間的聯結 85。  

 

b.農業商業化的步伐   

然而村委選舉雖然係中共為重新掌握農村所行的調整，畢竟提供了

一個選舉代理人的機會，只要農村出現新興的資產階級，仍有可能造成

民主化的推進，這端賴農業商業化的步伐，而農產品的商品化與勞動力

大量流動是最主要的兩項指標。首先以勞動力的流動來看，中國大陸在

全球化經濟中的優勢在於其低廉充沛的勞力，因為不僅城市蘊藏了大批

失業、下崗的工人，更有近二億的隱性失業者隱藏在農村，所患者在人

力過多而非不足，因此在維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農村人口流動到城市

的數量將不致太大；其次在商品化部份，這牽涉到兩個，一是農產品的

商品化，聯產承包責任制係一種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因此無法如歐美

行大規模耕作的方式，完全依市場走向，另一是勞動力的商品化，這與

流動不足的原因相同，因此農業勞動力無法轉換成商品經濟的勞動力，

促成市民社會的生成。  

 

c. 黨國力量對實體仲介層的滲透  

如前所言，中國自古係由地方士紳擔任中央官僚與農村社會間的『實

體仲介層』，然而中共在建政後打破這個局面，使得由共產黨幹部所組成

的農村基層成為一新的實體仲介層 86。然村委選舉所形成的實體仲介層，

                                                 
83 白沙洲，「重新審視中國農村的基層選舉和村民自治」，當代中國研究（美國普林斯敦），2000
年第 4期，總第 71期，頁 102~113。 
84 李連江、歐博文（Kevin J.O’Brien），「村民自治：構想與實踐」，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
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臺北：月旦，1998年)，頁 325-348。 
85 劉曄，「鄉村中國的行政建設與仲介領域的權力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2000年春
季號，總第 29期，頁 9。 
86 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Ch.3 , pp.7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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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包括由原來黨幹部或新興的民間經濟菁英 87，其勢力發展端賴對集體經

濟的掌握，農村經濟的發展顯然無法排除黨在其中的參與。   

這就區分了 Shue 所說的實體仲介層與中產階級間的差異，西方社會

的民主政治起源自城市中的中產階級興起，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

市民社會會因對自身私有財產的保護，而要求國家力量對其妥協，因此

不管是英國的資產階級與貴族合作以削弱王權，或是歐陸國家的資產階

級與國王合作以削弱諸侯力量，而成開明專制，中產階級都因體認到其

與國家的二元對立，才能在政治上起主導作用 88。所以由歷史的角度來

看，推進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絕非今天由村委會、黨委書記所形成的實體

仲介層，而應由一群進行商業活動，對立於國家角色的中產階級替代 89。 

所以當學者質疑為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不是在城市而是在農村發

生時 90，在思考上的謬誤就是將農村基層選舉視為西方的民主化。同樣

的，以年均收入達三千元美金以上者，當有利於民主化推行的論述 91，也

顯然忽略了所謂的三千元是否係在黨國的蔽蔭下，如果無法擺脫黨國力

量的控制，那麼依舊無法有真正的中產階級出現，也不會對民主化有積

極的影響。  

 

（四）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的發展  

我們總結以上的論述，提出如下看法：  

1. 單位在自負盈虧的要求下，不僅未能排除成員對單位的依賴，單位反

利用國家不能輕易放手的弱點，繼續成為國家財政的負擔，包括階層

轉化、多元產權，都不能掩飾住房福利、參與管道在國家掌握的前提

下，個人仍深依附於單位社會。  

2. 仍有大批勞動力困在農村，這些人無法擺脫小農經濟的限制。以社辦

企業來說，農村經濟不僅被加強其集體化的傾向，政企合一的格局，

                                                 
87 徐斯儉，「大陸農村的基層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 42卷第 5期，1999年，
頁 3~31。 
88 這種立基於社會－國家二元對立的看法，其重要面向是觀察該國的市民社會發展，請參見鄧
正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頁 171~210。 
89 黨國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點嗎」，戰略與管理（北京），1999年 1月，頁 93~94。 
90 吳國光，「為什麼在農村？為什麼是農民？中國民主化失敗中的一個例外」，陳明通、鄭永年
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頁 423~436。 
91 關於經濟發展對民主化的影響，請參見杭廷頓(S. Huntington)，劉軍寧譯，第三波（臺北：五
南，民 85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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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黨支部更可藉此深入農村經濟，尤其當村自治選舉成為黨書記進入

實體仲介層的手段時，更突顯了村自治非真正的自治，仍是國家力量

滲透社會的一環。  

3. 不管是都市或農村，參政管道皆乏自主、由下而上的趨勢，黨國力量

依舊影響著人民生活，意圖排斥共黨力量或取得與其分廷抗禮的地

位，在缺乏制度配合的前提下，都非易事。  

對此，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意圖詮釋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

李瑜青認為 92，中國在過去是由血緣凝聚而成的倫理等級專制體，在中共

建政以後又以計劃經濟使國家－社會壓縮為一，因此若要使市民社會出

現，就得如西方一般先由經濟改革開始，他提出四個角度詮釋經改後的

市民社會契機：  

1. 單位人轉換成社會人，單位也擺脫國家的控制，成為為單位利益

而爭的團體。  

2. 社區及其它非行政組織成為現實社會的新凝聚點。  

3. 契約化的出現，人際關係已由各種契約取代。  

4. 法治的建立。  

李重視私領域的維護，他的觀點圍繞在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因

此在建政前已存在的社區能否擺脫國家力量的恣意介入，就成為市民社

會發展的重因。相反的，趙辰昕雖也站在社區的觀點，但卻認為政府力

量的介入，正是中國社區發展的特殊處 93。他認為社區係指居住於某一地

的人們，所組成的多種社會關係和社會群體，在農村指的是行政村或自

然村，在城市則是指街道辦事處轄區或居委會轄區，他們從事多種社會

活動所構成的社會區域生活體。在改革開放前，社區受到了單位制的擠

壓，八十年代以後才有發展。作者認為中國的城市社區建設所表達的，

是經濟和政治轉型所帶動的城市基層社會的聯動效應，所以除了經濟發

展外，來自中央政府的推動更是促其發展的主因，經濟發展 (客觀推動力 )

透過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來作用於政治發展，中央政府推動力 (主觀推動

力 )則以政府能力和政治制度化來推動，經濟發展和中央政府的結合，是

                                                 
92 李瑜青，「市民社會理念與社會自主性發展」，北京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02年第 1期，頁
57~61。 
93 趙辰昕，「城市社區建設、市民社會及政治發展（上）」，蘭州鐵道學院學報（蘭州），第 20卷
第 2期，2001年 4月，頁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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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社區發展的特殊處。  

因此國家在社區的發展就佔了主導的地位，即便單位人向社會人轉

化，依然難以排除國家力量的干涉，方朝暉進而認為國家對市民社會的

發展有積極作用 94，他比較了中西的歷史發展，認為中國市民社會的發

展：一是國家幹預，也就是強國家，讓市民社會在發展中避免有任何勢

力在其中獨大，其次是社會自治，要求社會自身在國家的引導下，合理

內部，最後是政府重新尋找自身的合法性，在市民社會強大起來以後，

國家也應尋找其合法，以因應市民社會的要求。  

如此，延續自洛克與黑格爾對市民社會與國家關係的爭論又再次浮

現，國家力量是否仍應被視為受壓抑與不好的那一面，Rieff 就認為 95，市

民社會長期以來被灌注太多良善及期許，相對而言，國家似乎是邪惡的

代名詞，然而當今天的市民社會已被指涉為一切不含國家的社會事務

時，卻突顯了國家有著市民社會無法替代的角色，盧安達有著號稱全非

洲最完善的市民社會，但其人民卻保受饑餓之苦；相反的，新加坡被人

垢病的威權國家體制，卻使新加坡成為東南亞最富足、安定的國家，因

此先驗的將市民社會視為進步與理性的象徵，不過是種社會科學上神學

的顯現，絕非多元、理性的價值觀。  

確實，區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概念係由來於西方社會，對歷經了兩

千年大一統文化的中國來說，市民社會的發展是外部誘因，在引介於推

廣方面若不借助國家力量，很難深入到社會基層 96，而這種借助國家力量

發展的市民社會，在未來亦無法排除國家因素的幹擾 97。如果遽以認為這

是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特殊處，那無異是顛覆了市民社會理論的根基。

在與國家相對立以及自主性的部份，中國大陸都缺乏得以實現的契機，

                                                 
94 一方面是中西在大一統的歷史發展上互異，一方面是發展歷程的內外誘因差異，所以中國的
市民社會不能自任發展，而是需要官方的積極輔助，以免形成地方勢力的割據。參見方朝暉，「對

九十年代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反思」，天津社會科學（天津），1999年第 5期，頁 19~24。 
95 David Rieff, “Civil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tate: Two Views- The false dawn of civil 
society,” The Nation, 2, 1999. 
96 陳明明在比較了現代化理論、國家社會理論與新制度主義後，就認為若無強國家的扶助，不
會有強大的市民社會。參見陳明明，「比較現代化市民社會新制度主義」，戰略與管理（北京），

2001年 4月，頁 109~120。 
97 以政治參與而論，中西方就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在政治參與上以中產階層為主，參與的力度
與財產權呈正相關，但中國則不同，財富高的人反而盡力維持與國家機關的交好，以爭取國家對

己的支持，故參與的力度反而降低。其實在意義上，財富高的參與的力度亦高，只是其方式非西

方所認知的突出爭點、利益協調，而是抬面下的利益共生。參見石之瑜，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

頁 1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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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學者以東亞威權國家民主化的例子，認為中國大陸亦將有類似的情

境發生，但結果證明，強大的黨國滲透力使得市民社會不僅無法自主生

成，經濟上的成長也只是讓國家對社會的掌控轉換方式，並不能撼動黨

國對社會基層的控管。  

歸結來看，國家社會關係的市民社會論述已面臨了瓶頸，他們要不

積極證明中國存在著國家力量無法深入的第二社會，要不就盡力追求市

民社會的培育，並論述中國對市民社會有著不同的陳述，吾人以為，既

然這場論爭的起因來自西力的入侵，那麼國家力量的排除亦得以此角度

觀察，此為下一節的討論重點。  

 

第四節、以網際網路的觀點看大陸市民社會理論  

  （一）全球市民社會的爭議  

近代西方的科技歷史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 98，第一是如何使人類的勞

動更有效率，更方便操作；第二是如何掌握更多、更好的資源，以精簡

人類的直接勞動；第三階段則著重資訊的取得及運用。第一階段在農業

社會時就已出現，利用風力、水力、獸力，人類在耕作、紡織上，有長

足的進步。而第二階段則在工業革命後展開，煤、鐵以至於之後石油的

開採，都構成了國家富強的指標，第三階段則是資訊社會，只要掌握資

訊，就能創造財富與更新文明。  

以政治的角度來看，第二階段係由國家來推動，資本家與國家合作，

在世界各地以殖民地的方式謀取資源，間接促使非西方地區萌生國家的

觀念，資本家需要安定的生產環境與充足的原料供應，國家的強大滿足

了他們的期望，而他所形成的世界觀就是現代的國際政治，其影響由工

業革命後一直延續到今天。但對第三階段的人而言，資訊提供的無限制

卻是其財富的泉源，國家若不能提供充足的資訊，架接有效、方便的溝

通介面，使用者隨時可進行跨國連結，其對象很可能是企業甚至個人，

故第二階段所塑造的國家觀頓時受到挑戰。  

這種論述基本上是建立在物質帶動文明的觀點，其影響係由科技到

經濟再到國家，它有兩個現象 99：一是科技文明的進步已使世界經濟進入

                                                 
98 李英明，「資訊時代下的國家與社會」，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R-091-024.htm.〔2002/5/7〕 
99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s)，曹衛東譯，後民族格局（臺北：聯經，2002年），頁 66。 



由網際網路論對中國大陸市民社會的再認識 

 61

全球化的地步，二是世界經濟體系壓縮了民族國家的自主空間，國家已

不能緩解現代經濟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  

然而這並非指國家已遭到淘汰，而是國家成為行為者之一，全球化

是多元主體的時代，非國家行為者的存在，使得市民社會與民族國家的

關係脫鉤，成為多元文化的市民社會 100，國家若能相容多元認同，那麼市

民社會將成為憲政國家的合法性來源，淘汰以往的民族認同號召，然若

不能，那國家將很可能隨認同崩解成不同的政治體。尤其以網路為介面

的溝通，其區劃以議題為主而非疆界，讓個人得遊走於任一國的市民社

會，若不進而將市民社會理論推至全球層次，勢必喪失詮釋的空間。我

們以下圖表示：  

 

 
圖 3-2 傳統二元論者的市民社會模式  

參考資料：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頁 247。  

 

 
 

圖 3-3  三元論者的市民社會模式  

參考資料： Jean Cohen& 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100 哈伯瑪斯，後民族格局，頁 92~93。 

國家機器 市民社會（各種

利益團體、商

會、法人等）

國家 經濟 

市民社會（包括社會

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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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全球市民社會的溝通模型（作者自製）  

 

不管是圖 3-2 或 3-3，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基本上相對等，市民社

會形塑國家的合法性，國家界定市民社會的範圍，但進入網際網路的世

界後，個人隨時都得進行跨國的交談，其所表述的言論是透過網路這一

全球化的介面來表達，所以該國從市民社會所承受之壓力，就非單純的

國內事務，而是全球市民社會所加諸的力量 101。究實而言，全球市民社會

並不具有強制的力量，由於缺乏全球性的國家，全球市民社會還須透過

一國的市民社會，才能對該政府構成影響，因此對個人而言，在使用網

路時就同時具備了全球市民社會與一國市民社會的身份，就某種意義來

說，他可介入他國內政，形成影響力。  

對此，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近年已多有探討，網路與全球化確實使

得國家主權受到侵蝕，降低其權威性的力量，但網路連結卻也使其朝水

平式聯結的方向發展，國家間必須分享主權，在全球或國內事務上合作，

使絕對主權往互賴主權發展 102，這促使大量的第三領域成為處理全球事務

的新機構。  

然而仔細觀察第三領域的發展，吾人可發現第三領域並非與國家相

                                                 
101 故美國所面臨的反戰聲浪並非單純的全球反戰浪潮，而是國內的反戰與國外的反戰合流，共
同向美國的攻打計劃施壓，先無論其是否成功，反戰加速了國內事務走向全球事務的步伐。參見

爾 言 「 環 球 時 評 ： 全 球 反 戰 示 威 說 明 什 麼 」， 人 民 網 ，

http://www.peopledaily.ac.cn/BIG5/guoji/209/4219/4222/20030124/914085.html，〔2003/1/14〕。 
102 主權觀念約可分為四種：威斯特伐利亞的領土主權、國際法下的法律主權、該國對內的內政
主權以及二次大戰後發展的互賴主權。參見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兩岸關係（臺北：生智，2001
年），第三章。 

國家 

市民社會 

國家 

市民社會 

全球市民社

會 
(個人、第三
領域、跨國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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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不管在經營項目、財源上，國家都佔據著極大的比例，因為當跨

國性的全球化議題不能透過具主權身份的政府處理時，自然就得交由非

政府的第三部門負責，因此在意義上，國家權力並非真的衰退，而是改

以水平委託的方式繼續運轉 103，國家既可以授權予市民社會，也可以進一

步限制它。  

換言之，全球化一方面讓各行為者有一跨國界的溝通平臺，另一方

面行為者也因各自的認同或文化，與其他行為者交談溝通，這不過是領

域的擴大，對勝者全拿來說，他的利潤將不再只限於國內也包含全球，

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不僅沒有被扭轉，反而透過資訊科技的進步快速推

展到全世界。這導因於一方面目前並沒有一個具強制力的全球政治體存

在，國家仍是唯一具有強制力的國際行為者，因此全球市民社會的議題，

仍須先由各國的市民社會反應，再依該國的政府機器做反應，主導的仍

是國家，全球市民社會反成為一國軟權力的競技場；另一方面對發展中

國家來說，市民社會是由國家界定的，是彼此間因認同而產生的，沒有

國家的認同又那來市民社會的存在 104。  

可見，在缺乏一全球國家體系之前，全球市民社會的說法不過是一

國市民社會的投射，以全球互賴的眼光來看，國內議題已在經濟全球化

的步伐下成為全球共同的議題，對國家行為者來說，如何在全球市民社

會中增加影響力才是首要的課題，因此強大的行為者必能在全球市民社

會中增加影響力，滲透進他國的市民社會，再轉而影響該國決策，換言

之，全球化所穿透的是主權疆域的思維，並非真的削弱國家，試圖藉由

對主權疆界的維護來提升國家利益的行為者，勢將失去對議題的著力

點。中國大陸經改的提出剛好碰上全球化的時程，對主權的穿透正挑戰

著大陸如何在全球化中轉化自身的國家定位，並利用市民社會與全球市

民社會的互接提高自身的影響力，此部份由以下再做探討。  

 

（二）網際網路與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  

對中國大陸來說，網際網路加速了全球化的歷程，中共對網路架設

的工作向為積極，因為網際網路對經改深化、軍事革命與高科技產業等，

                                                 
103 Lester M Salamon & Helmut K. Anheier, 周紅雲譯，「公民社會部門」，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2000年），頁 265~267。 
104 石之瑜，「政治科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共謀」，共黨問題研究，第 26卷第 2期，2000年，頁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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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社會控制上，中共則大為頭痛，九十年代

開始，海外的民運組織就已利用網路散發傳單，串聯各地的民運力量，

九十年代末又有法輪功的網路活動，利用高科技傳媒，動員了大量人力，

這些對習慣以組織結構掌握訊息的中共來說，無異是項嚴重挑戰。大體

來說，中共對網際網路的管制可分兩方面 105：  

首先是網路服務提供方面，大陸嚴格限制個人、法人和機關單位進

行國際互聯，其境內計算機對國際網路的連結，皆須透過郵電部的國家

公用電信網，近年雖放寬外資對電信市場的投入，但至二○○一年為止，

仍限定外資在企業中所佔比例不得逾百分之五十。  

其次是網路內容的提供，大陸對網路廣電傳媒系統的節目內容有極

嚴格的限制，中共企圖將境內網路建立成一大的區域網，讓網路的無中

心特質形成一以政府為骨幹的有中心網路。相較而言，大陸對網路服務

的提供基本上採較寬鬆的態度，允許外資及私有資本的經營，但在內容

上則採取嚴格的控管。  

這種態度在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後有了變化，中共不僅承諾將開放電

信市場，大幅提高外資投入的比例，並允許網路內容供應商登陸設點 106，

因此在新聞內容的限制上將大幅放寬，不僅於此，大陸也試著整合國內

的廣電集團，試圖與網路連結，以培育具全球競爭力的傳媒產業。中共

對網路的開放態度，明顯迥異於對傳媒的嚴格掌控，除了傳媒對社會的

影響力仍較大外，網路關係著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維繫，若在網路上加諸

過多限制，勢將減緩經改的步伐。  

可見網路相較於傳媒而言，其與全球化的掛鉤無異有助於掙脫共黨

的掌控，因此能否形塑一自主的市民社會領域，值得觀察。我們分別以

傳媒掌控、空間型式、社群互動與主權疆界的衝擊，探討其對市民社會

發展的衝擊。  

1. 傳媒掌控  

94 年 4 月中共就已正式接受網路，該年年底國務院召開「國家經濟

信息化聯席會議」，強調網路必須管理在聯席會議下的網路管理協會，並

                                                 
105 呂鬱女，「資訊社會的機會與限制：中國大陸電視媒介的挑戰暨作為」，宋國誠編，全球化與
中國之發展（臺北：政大國關中心，1992年），頁 349~351。 
106 呂鬱女，「資訊社會的機會與限制：中國大陸電視媒介的挑戰暨作為」，頁 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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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部門注意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107。據哈佛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球

有十分之一的網站受到大陸的管制，一般大陸網民無法透過網路得知所

有訊息，這其中又以民運份子、台獨、藏獨、法輪功等網站最為嚴重，

在技術領導的前提下，中共管控網路訊息確實收到效果。  

然而，儘管大陸官方以成立網路員警、封網等行動彰示其對網路社

會管理的決心，但網絡連結迥非共黨擅長的組織管理所能因應，若中共

將網絡連結也納入管理模式，其權威勢必受到挑戰，由圖 3-5 與 3-6 的比

較，可發現中共習慣的層級組織，在訊息層層把關下確實能有效防止不

當言論的出現，而中心若有新的政策或訊息，也可迅速往下傳遞，但邊

陲與邊陲間則反是，因此不同地方或層級間都需仰賴中央的調控。  

 

 
圖 3-5 層級連結                      圖 3-6 網路連結  

參考資料：施振榮，IQ－知識經濟的經營之道，頁 95~98。 

 

網路聯結則不同，它無上下層級的區別，網路節點本身不具訊息指

揮的功能，它僅是訊息互動的場域，因此節點中沒有核心領導，有的是

依議題而成的各種社群，由此來看，網路溝通的封鎖是一種技術優勢的

表現，它並非依靠意識型態、黨組織系統等高壓統治，在意義上與微軟

使用後門程式無異。乍看之下，網路在訊息提供上，擺脫了傳統傳媒易

                                                 
107 胡泳、范海燕，Internet網路為王（臺北：捷幼，1997年），頁 381。 

中心 
網路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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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府與財團掌控的困局，然而實質上反加深了訊息不對稱的局面。大

陸目前約有四千六百萬的網民，佔總人口十二億的百分之三左右比例仍

低，而這之中擁有突破網站封鎖技術的網民又極少，以此來看，技術領

先的國家機器，仍能有效控制新聞資訊的傳播。  

 

2. 空間型式  

網路空間的形成，讓網民超越國界與物質層次的藩籬，與各種文化

背景的人交流，然而網路空間的形成，需要硬體的充份配合，因此掌握

優異資訊網絡、扣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钜型城市尤顯重要。柯司特就

提出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的钜型城市 108，藉由發達的網路通訊與交通系

統，珠江三角洲以香港連接外部經濟，又以廣州為核心，成為龐大的消

費市場與生產基地，珠江三角洲創造了廣州省最大比例的財富，它使廣

州與世界的連繫超越與北京中央的連繫 109，並在與全球經濟的串聯下，成

為全球文化及政治的一環。  

上海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與東京、芝加哥等大都市為了容納跨國

企業所進行的擴建相比，上海的建設則是一開始就將此內化成發展的目

標，上海的發展是為了塑造一全球化的钜型城市，因此在空間的設計上

專為迎合各種專業的精英人士，然而實體的建築雖然塑造了中國已邁入

全球化的景象，卻不能規避這不過是一種中國新形象的虛幻，廣大的內

地已與其呈明顯的對比，結果上海成為全球的上海，上海的居民與各地

的精英藉此共同想像中國未來的新圖像，全球钜型城市成了一種新的謊

言。於是對上海人來說，他的思考不再與中國同步，他成為了全球層次

的上海人，高樓與優良的基礎建設反將他與中國隔絕 110。  

這突顯了科技優勢的重要性，網路的虛擬空間依賴著現實空間的技

術配合，對網民來說，他與網友的互動很可能比國內其他地區的人更密

切，他對內地的瞭解就好像瀏覽視窗一樣，一幅幅的更替，這在意義上

                                                 
108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夏鑄九等譯，網路社會之掘起，頁 418~426。 
109 這種現象導因於經改是由中央對地方的放讓權力開始，地方分權使得沿海省份與內陸差距日
益擴大，在地方利益的考量下，形成諸侯經濟甚至諸侯政治的趨向。參見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

分析（臺北：五南，1997年），頁 90~92。 
110 黃宗儀，「都市空間的生產：上海的全球化發展」，發表於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
公民台灣文化研究年會（東海大學），2002年，全文見

http://www.ncu.edu.tw/~eng/csa/year2002/agenda-we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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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國使用者一般，因為钜型城市仰賴的是對全球資訊與資本主義的互

動，所以流動空間在網民互動之時，平抑了時空的差異，卻加深了現實

世界中技術、貧富的隔閡，弱勢者要宣揚聲音，也得先有網路架接才能

表達。  

以此來看，在跨越時空的意義上，流動空間突破了國界的限制，使

溝通互動不再限於一國的市民社會，而係與網路所串聯的全球市民社會

相連；其次，钜型城市的出現，也增加了使用者與國內其他缺乏網路通

路的隔閡，妨礙公意的尋求；最後流動動空間依賴現實中的技術配合，

形成了另一種科技階層。  

 

3. 社群意識的掘起  

與單向收訊的大眾傳媒不同，互動的網路溝通使議題興趣成為使用

者的區劃範疇，這種去中心化的趨勢，使網路社會為一社群性的社會。

前曾提及，網路的節點並不具備文化中心的性質，因此使用者很難在網

路上尋得公意的確證，這使網路社群以個自認同為導向。不可否認，虛

擬世界仍以現實世界為背景，故傳統中國民間社會的宗族、人際關係、

儒家傳統，以及中共的意識型態、愛國主義，還有全球共通的人權、環

保、反戰等議題，也都會在網路上反應使用者的趨向。  

論者或有以為，個人透過社群的互動，可達成理想市民社會的發現，

因為在社群共通語言的使用下，個人將習得道德、公意平衡與社群所讚

許的生活規範，進而在市民社會的場合中進退有據，加強市民社會在意

見凝聚的功能，最後國家甚至可以透過市民社會暢旺社群的發展 111。此論

述在網路社會將面臨以下難題：首先，網路的社群並非僅來自民間社會，

國家亦是社群的一員，使用者在網路上是無差別的；其次，網路社群無

法尋求共同的規範，吾人不能要求政府允許槍枝、毒品的網路販賣，就

好像很難要求中共放寬在統獨、法輪功議題上的限制，因為這些規範由

該國以及社會共同制定，但網路上卻沒有這些限制，社群有其規則，但

係其各自的遊戲規則，而非彼此協同的規範；最後，網路社群的連結與

地域無涉，對非屬於相同國家的網路使用者，又怎能稱其為該國市民社

                                                 
111 徐敏雄在比較各家市民社會理論後，認為托克維爾的理論最有助於市民社會和社群的互動，
他因此提出「理想市民社會－社群－個人」的架構。參見徐敏雄，市民社會理論對社群學習的啟

示（師大社教所博士論文，民 91年），第 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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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一部。  

 

4. 主權與認同的衝擊  

很顯然的，上述的申論已點出了主權疆界的限制是市民社會的立基

點，我們在第二章提過虛擬主權與實體主權的分別，在實體主權的向度

上，大陸市民社會受國家幹預的幅度仍然很高，許多學者還因此認為中

國的市民社會在初期需要國家的扶持，國家力量的引導是必須的，因此

市民社會的發展將強化實體主權的確定，這對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將有不

利的影響；然對網路主權來說，國家雖在配備架接上扮演重要角色，並

能藉此強化其對世界的影響力，但使用者亦將因此逸脫主權的掌控，使

多元論述反饋予現實社會，彌補了社會自主性的不足，因此虛擬世界對

實體主權的影響，就關係著網路能否擴大大陸市民社會的自主性。  

網際網路去國界的特性，使中共的主權觀在客觀情勢的壓迫下由絕

對主權向互賴主權過渡，這一方面導因於網路的去集中化，一方面歸因

於各種非政府組織，透過網路影響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以圖 3-7 來看，

國家觀念是清末才有的思想，之前則是國家與民間社會合一的情況，國

家觀建立以後，知識份子開始尋求市民社會的發展，公民權的界定、財

產權的釐清，在法理上市民社會可以與國家相區隔，然而由於傳統的人

際關係、依恃行為等遺緒，市民社會與國家都受到了民間社會的滲透，

使得中國的市民社會一方面要借助國家從民間社會中扶植出來，又要在

主觀上刻意證明其與國家的不同，所以在分析上係以民間社會 112為背景的

國家社會觀，並強調國家力量遠大於市民社會的現況。  

 

 

                                                 
112 此「民間社會」的稱法，係將人際關係、宗法制度、儒家文化等傳統中國的遺緒統稱之詞，
在認知上是國家社會合一，與台灣學者習以代表市民社會的意義不同。 

民間社會 

國家 
市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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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模型  

參考資料：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頁 245。  

    

 如今透過網際網路，不僅市民社會間互為滲透影響，民間社會也受

到了波及，個人得在尚未深入市民社會時，就以民間社會進入他國的市

民社會或全球市民社會中，使民間社會產生變易。由圖 3-8 可看出，個人

在網路上不管是否以國家為認同基礎，網路的去中心化與匿名性使他成

為單一的個人，使用者具備了民間社會與市民社會的雙重身份，就市民

社會而言，他一方面使中國大陸必須受到全球市民社會的挑戰，一方面

在國家主導市民社會的過程中，使用者反向做了自發性的舉動；而就民

間社會來說，造成城市與鄉村無法擺脫傳統人際關係、宗法制度的歷史

遺緒，也同時受到了西方基督文明、個人主義的文化挑戰，弱化了它對

市民社會的影響。  

 

 

圖 3-8  網際網路下的大陸市民社會（作者自製）  

 

就此而言，網路的使用確實對大陸的市民社會發展有良性的引導，

使用者脫離了國家的掌控，經由網路使本國的市民社會與民間社會同時

接受外力的引導與轉變。圖 3-8 也可證明，這個過程是無法事先控管的，

因為網路影響的並非僅有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的影響更具關鍵，他的轉

變代表了整個文化的轉變。  

全球市民社會 
 
 
 
 
                              個人 

民間社會 

國家 

市民社會 

國家 

市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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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使用者是站在什麼立場，網路改變了使用者的認同，多元

認同的情況下，使用者是站在大陸市民社會的立場上思考，還是站在珠

江三角洲上的钜型城市思考；同樣的，外國使用者以匿名的方式加入討

論，其又是站在怎樣的觀點，他能算入大陸市民社會的一部嗎？如果彼

此間並非求取市民社會中的理性與普遍意志，而只是發洩不滿，試圖穿

透主權的限制訪覓各自的社群，那又怎會助益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  

就此來看，網際網路已不止對大陸市民社會產生顛覆意義的影響，

對全球市民社會亦有相同的效應。認為市民社會未來會朝多元認同發展

的人，似乎堅信市民社會所訴求的理性溝通與對政治社會的依附觀念，

在進入全球化後只是讓市民社會產生歷史上的再次變易，就好像市民社

會歷經了歷史上的數度變遷，意義與內涵已不同於早期的概念，然而如

果多元認同的提出本就不是為求諒解，而只是個自的感情抒發，那麼在

意義上就與市民社會截然不同。  

在圖 3-6 的網絡連結中，網絡的結點僅是提供一互動的場域，各分支

點與網絡很可能是不相對話的，乍看之下，節點似乎提供了廣泛的訊息

供使用者選取，但實際上正因為資訊的爆炸，使用者只會選擇他所關心

的議題，對不相干者而言，直若另一世界，以此來看，之前提出的全球

市民社會理念不過是種資訊連結的假像，流動空間的互動並不能含蓋所

有使用者，它只能區劃使用者的屬性，提供一社區型的互動空間。  

    以圖 3-9 表示，A、B、C 三者代表不同屬性的議題，它們可能同屬

一事，也可能互無隸屬，A 議題表示攸關一國市民社會與所謂全球市民社

會的議題，B 議題則專指一國內部市民社會的議題，C 議題則指純粹的國

外議題，三者在現實社會討論時，常因討論者的國籍而區隔、限制了議

題的討論空間，然而在網路上，使用者關心的是議題的取向及該議題所

屬的社群，而非國內或國外的差別，故當使用者在進行議題的討論時，

並非增益市民社會或全球市民社會的內涵或範圍，反而切割了一國市民

社會與全球市民社會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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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網際網路下市民社會所受的衝擊（作者自製）  

 

換言之，當使用者愈深入議題的討論，他就愈受制於網路的思考邏

輯，對這些問題，吾人還需要透過公共領域和認同問題的探討。公共領

域在市民社會成為政治社會學的重要課題後，已左右了市民社會的發展

與成熟度，認同問題則關係著多元化的市民社會，能否成為憲政國家的

合法性基礎，以及究竟還有無市民社會的存在，尤其在虛擬世界和現實

世界互動頻繁的今天，格外具有意義，這些部份將留待之後的章節。  
 

     國家與該國之市民

     社會 

A 議題 

B 議題 

C 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