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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的內容如下。首先，將探討鄧、江時期的「二線分工」，以說明毛時

期的「二線分工」確實延續到後毛時期。再者，將綜觀以上各章節的分析，提

出中共政治的「二線分工」模式。 

   
第一節、 「二線分工」在後毛時期的延續 

本文以「歷史制度主義」為途徑，去分析毛時期「二線分工」的形成與延

續。就「歷史制度主義」的理論而言，「二線分工」身為一項中共政治的非正

式制度，用以彌補「民主集中制」的三項缺失，因此，該制度在後毛時期亦會

持續。本文認為，有兩個「關鍵點」最值得注意，其一是一九八二年的十二大；

其二，是二OO二年召開的十六大，該兩項「關鍵點」，皆使得「二線分工」的

發展路徑，產生了轉折。 

十二大是第一個「關鍵點」，造成「二線分工」變遷的「外因」與「內因」，

說明如下。「外因」的形成，是冷戰格局的逐漸結束，提供了中共致力於改革

開放的條件。一九六六年至七六年的文化大革命，導致了中國現代史的一次大

動盪，文革後，中共亟思避免重蹈覆轍，在一九七八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肯

定了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1為

新時期的政經改革提供了條件。在「內因」上，新時期的中共領導，再無人擁

有毛澤東的極端權威，諸多政治元老在退居二線後，因個人權威近似，彼此制

衡與妥協，因此非正式政治的影響要小於毛時期。在此情形下，「二線分工」

的制度在十二大發生了一次「關鍵點」轉折，「民主集中制」的三項缺失，在

這個「關鍵點」有了新的修正。說明如後。 

首先，是降低非正式政治的影響。八O 年代初期，中共黨內已無人享有毛

澤東的極端權威，鄧小平也僅是「等位之中的第一人」（the first among equals）。

鄧時期的非正式政治影響力，並不如毛時期，鄧小平在面對陳雲、彭真等「二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頁472。 



毛澤東時期「二線分工」變遷之研究：歷史制度主義的觀點 138

線」元老時，無法獨斷獨行，必須擔任黨內派系仲裁者的角色來維持本身的地

位，而政治元老彼此的妥協與制衡，使得鄧時期的非正式政治，較少干預正式

政治的運作。 

其次，是避免權力集中。早一九八O 年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重新恢復了「中

央書記處」的建制，以作為權力分散的機構，葉劍英曾在該會議提到，「書記

處處於第一線，中央常委，政治局處於第二線。」2 這種劃分和八大時如出一

轍。鄧小平在該年的〈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講話〉中，亦認為「權力不宜

過分集中」，而「五中全會決定成立書記處，中央已經邁出第一步。」3十二大

新修正的黨章更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領導下，

處理中央日常工作。」 4 十二大的黨章，正式將「中央書記處」作為辦理一線

日常事務的機構，以便於政治局進行權力的分散。 

最後，是安排政治繼承。一九八二年設立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扮演了

最重要的角色。早在八 O 年代初期，鄧小平就提到，「讓比較年輕的同志上第

一線，老同志當好他們的參謀，支持他們的工作，⋯⋯」5十二大後設立顧委會，

安排元老能退居該會，扮演好「二線」的角色，培養「一線」領導的政治能力。

此外，顧委會是一個過渡性機構，「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後，顧問委員會

就可以取消了。」鄧希望藉由顧委會最終的裁撤，來廢除領導職務終身制，以

順利完成政治繼承。 

總結之，十二大所形成的「關鍵點」，對於「二線分工」產生了一次轉折。

在面對「民主集中制」所導致的政治張力時，鄧小平一方面重設中央書記處，

歷練一線領導的政治能力，並藉中央書記處的成立來分散中央政治局的權力。

另一方面，設立中央顧委會，安排二線元老退居該會，減少對一線政治的干預，

並妥善完成一線領導的政治接班。此外，八O 年代初期，中共政治元老再無人

擁有毛澤東的極端個人權威，在元老退居二線後，非正式政治的運作，強調各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來重要文獻選編（上），頁388-390。 
3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21。 
4 參見一九八二年九月六日通過的新黨章，第二十一條第三款。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十二大以來重要

文獻選編（上），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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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領導的妥協與制衡，對於一線領導在正式政治的運作上，降低了干預性。

這三項要件，使得「二線分工」在避免權力集中、安排政治繼承和降低非正式

政治影響，有了不同於毛時期的表現。因此，一九八二年的十二大，是影響「二

線分工」路徑的一個「關鍵點」。 

鄧小平在一九九七年逝世後，正式宣告了江澤民時期的到來。6 其後，江

澤民在中共政壇的地位，無人可望其項背。「二線分工」的運作，在二OO二年

的十六大，又歷經一次轉折。十六大可視為「二線分工」變遷的第二個「關鍵

點」，其「外因」在於中共更進一步的加入世界體系。特別是二OO一年十一月

後，中共加入世界貿易組織，7在處理未來實質的政經事務，中共需要更專業，

且更為年輕的一線領導來面對挑戰。在「內因」上，十六大後的高層領導，已

完全無任何革命經歷。不論是「社會主義改造」世代的江澤民，或是「文革」

世代的胡錦濤、溫家寶等人，均不若「長征」世代的毛澤東和「抗戰」世代的

鄧小平，所享有的革命威望。8 這使得十六大後，中國高層領導完全擺脫革命

權威對正式政治的影響，而得以朝向更為專業化的施政前進。因此十六大這個

「關鍵點」，產生了新的改變。 

首先，為降低非正式政治的影響。江澤民在十六大後，退居二線，其個人

權威並不足以和毛、鄧相提並論。黎安友觀察到，江澤民未如毛澤東和鄧小平

一般，指定政治接班人。其因除了胡錦濤是鄧小平「欽點」之外，更大原因可

能是江澤民的個人權威根本無法做出新的繼承安排。因此，黎安友認為十六大

後，派系政治的影響力會進一步減弱。9在派系政治的重要性減弱下，取而代之

的，是「技術專家政治」的影響。亦即，十六大之後，除了「重大事務」外，

                                                                                                                                            
5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21。 
6 江澤民時期開啟的時間，眾說紛紜，亦有論者以意識型態建構的角度，認為江在一九九五年提出「論

十二大關係」，即代表江澤民時代的到來。李英明，閱讀中國：政策、權力與意識型態的辯證（台北：

揚智出版社，2003 年），頁129。 
7 葉自成，中國大戰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頁164-165。 
8 Li Cheng認為，中共領導目前經歷四個世代：其一為毛澤東主導的「長征」世代；其二為鄧小平主導

的「抗戰」世代；其三為江澤民主導的「社會主義改造」世代；最後，是胡錦濤主導的「文革」世代。

Cheng Li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 p. 7. 

9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2003), pp.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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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領導會更減少其影響力，限制非正式政治對日常事務的影響，使之朝

向專業化的程度邁進。 

其次，是避免權力集中。十六大後，一、二線的權力分配更為明確化。江

澤民在繼任中央軍委會主席後，卸交國家職務，而退居二線。一線領導胡錦濤、

溫家寶、曾慶紅⋯⋯等九位政治局常委接任，九位常委皆另外接掌重要國家職

位。吾人認為，鄧時期為避免權力集中，是以中央機構的劃分來分散權力，而

十六大後的分工，則更朝向「職務」型的分工。這種以「職務」分工來避免權

力集中的方式，象徵著十六大後，法制建設的進一步落實。 

最後，則為順利安排接班。十六大後，江澤民續任中央軍委主席，同鄧小

平在十三大的模式，繼續扮演「二線」的角色。原先多數政治觀察家多認為江

澤民會在十七大之前皆留任軍委主席，以維持政治穩定，例如康曉光就認為，

胡錦濤距離實際掌權的時間，尚須二至三年。10但實際上的發展，江卻在十六

屆四中全會「全退」，卸任中央軍委主席在內的黨政職務，這顯示了胡錦濤將

擁有較為完整的決策權，個人因素的掣肘逐步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以「職務」

的權責來作政治分工的依據。 

本文認為，十六大後，「二線分工」經過第二次轉折。由於十六大後，更

確立了職務的分工，避免了權力集中，由江澤民退居二線，以順利安排胡錦濤

的接班，並在十六屆四中全會完全卸任黨政職務。此外，非正式政治因素更是

進一步弱化，代之而起的是政治事務的專業化。這些條件，使得「二線分工」

得以更有力的修正「民主集中制」的缺失。因此，十六大可視為影響「二線分

工」路徑依賴的第二個「關鍵點」。 

「歷史制度主義」認為，「制度依賴」在歷經「關鍵點」的轉折後，會朝

向制度變遷的「漸續平衡」。十二大之後，「二線分工」形成了演進為一種「主

從（patron-client）」型的二線分工，11 十六大之後則發展為「職務」型的分工。 

十二大是「二線分工」路徑的第一個「關鍵點」，造成了新的「漸續平衡」。

                                                 
10 康曉光，「胡錦濤實際掌權，尚需2至3 年」，中國時報，2003 年 7月21日，第11版。 
11 此處是運用「派系主義」（factionalism）的概念，相關論點，可參閱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

徑與發展」，中國大陸研究（台北），第47第 3期（2004 年 9月），頁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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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毛時期「二線分工」的無規則性與非制度性，十二大後，「二線分工」

形成一種「主從」型的分工。政治元老在退居二線後，可以透過其在一線政治

的「扈從者」，做某種程度的政治控制。因此，十二大之後的「二線分工」，是

在一、二線的主從架構上，取得了「漸續平衡」，使得中共「二線分工」的運

作有了某種規則性與制度性。 

鄧時期的重要「二線」元老，包括鄧小平、陳雲和彭真等人。「二線」領

導人對於發展模式的分歧，一般學者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與陳雲主導

的「保守派」作探討。12 鄧小平在「一線」的扈從者─胡耀邦、趙紫陽，以及

陳雲的扈從者─鄧力群、李鵬，在政策路線的爭執，事實上反映出背後「二線」

領導的分歧。13十二大後，一方面仍維持「二線分工」的架構，一方面由於二

線之間領導的制衡，使得該制演化為一種「主從」型的二線分工，達成制度上

的「漸續平衡」。而這種「主從」型的二線分工，相較於毛時期毫無規則可循

的「二線分工」，在修補民主集中制的三項缺失上，更能發揮一定程度的「制

度」效能。 

首先，是非正式政治的影響受到了一定限制。一九九二年後，李先念、陳

雲、鄧小平等元老陸續逝世，以及十四大裁撤了顧委會，都象徵著「革命元老」

的影響力逐漸消失。特別是江澤民在一九九五年後，政經施為表現出更大的自

主性，幾乎已無「二線」元老的干預。第二，是更有效的避免權力集中。中央

顧委會在十二大後，成為元老退居二線的機構，特別是十三大後，政治元老完

全退出政治局常委與中央書記處，以及鄧小平於一九八九年十一月後卸任軍委

會主席，都使得權力避免集中於二線元老之手。最後，在安排政治繼承上，亦

朝向「制度化」進展。二線元老對於一九八七年「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爭，

導致胡耀邦的辭職；一九八九年天安門事件後，又因保守路線的復辟，致使趙

紫陽失勢，這都代表了一線的政治接班確實和二線元老的路線爭議有密切關

係 。14但在十四大時，中共中央發布的文件提及「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

                                                 
12 阮銘，鄧小平帝國（台北：時報出版社，1992 年），頁120-148。 
13 楊繼繩，中國改革年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年），頁15-16。 
14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47 (July 1995),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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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領導集體正在領導全黨繼續進行新的偉大工程 。」15顯示了江澤民接班的成

功，從這個觀點而言，鄧時期的「二線分工」完成了毛時期無法成功達致的政

治繼承，因此是一種「制度化」的演進。 

簡而言之，「二線分工」在十二大後的改變，成為一種「主從」型的二線

分工。該變化達成了制度演進的「漸續平衡」，在修補「民主集中制」的缺失

上，發揮了較大的功能，並產生了一定程度的規則性。這也使得中共對「民主

集中制」的信念更進一步的加強，認為可以繼續「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16 

因此，本文認為由此觀點而論，「二線分工」在十二大後的發展，確實朝向一

定的「制度化」演進，達成了某種「漸續平衡」，並進一步加強對「民主集中

制」的堅持。 

十六大後，產生了新的「漸續平衡」。該「漸續平衡」是由「主從」型的

二線分工，演變為「職務」型的二線分工。鄧時期的分工，是立基於二線元老

和一線扈從者的派系關係，十六大後的分工，則更朝向「職務」型的分工。除

了中央軍委會主席由江澤民擔任外，其餘國家重要部門領導皆由一線領導負

責，以職務來劃分政治的分工。這種「職務」型的分工在降低非正式政治的影

響、防止權力集中以及安排政治繼承上，顯然是有較佳的成效。因此，「二線

分工」的制度化，在十六大後獲得進一步的加強。 

「職務」型的二線分工，使得「民主集中制」的張力獲得進一步控制，並

使得中共對該制的認同產生了「自我加強」。江澤民在十六大的報告中，再一

次強調要「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黨的活力和團結統一」。17 十六大後，

「職務」型的分工逐漸形成，使得一、二線的分工更為制度化，也使得中共認

為更能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彰顯社會主義民主制度的優越性。吾人認為，「二

線分工」在十六大後演進為「職務」型的二線分工，可視為在完善「民主集中

制」的張力上，取得了「漸續平衡」。 

                                                                                                                                            
481-494.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來重要文獻選編（中），頁957。 
16 同上註，頁959。 
17 見「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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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的「二線分工」在後毛時期，仍舊持續，成為一項「路徑依賴」，

用以修補「民主集中制」的缺失。十二大是鄧時期的「關鍵點」，演變為「主

從」型的分工，十六大則為江時期的「關鍵點」，演變成「職務」型之分工。

在歷經毛、鄧、江時期的演變，「二線分工」的運作可以漸漸有效的彌補「民

主集中制」的三項缺失，因此，吾人可視中共政治正朝向「制度化」前進。以

下，本文將總結毛、鄧、江時期的政治演變，提出中共政治的「二線分工」模

式。 

 

第二節、 中共政治的「二線分工」模式 
   綜合上述各章之探討，本文提出中共政治的「二線分工」模式。 

第一、 由於共黨體制的「民主集中制」缺失，以及中國文化重視個人權威 

的政治傳統，使得中共政治決策過程中，容易產生「二線分工」的機制，以做

為政權鞏固的配套依據。質言之，共黨體制的侷限與文化的影響，將使得中共

的政經建制朝向「雙元主義」（dualism）發展。18本文認為，這種雙元主義亦發

生在政治決策過程，由決策者身置一線∕二線，以直接∕間接的方式影響決策

制定。一、二線之間對決策的安排與制衡，化解了中共體制的缺失，包括「非

正式政治」的影響、權力集中的弊病，以及政治繼承的危機。 

第二、從是否擁有正式職位的判準來看，可以將中共領導人劃歸一線與二

線。一線擁有正式職位，可以對於決策制定產生直接的影響；二線則未備正式

職位，因此只能對於決策採以間接之影響。此外，亦可輔以是否擁有極端的個

人權威，來細分四種決策類型。其一，是兼具正式職位和極端個人權威，可以

「決定途徑」解釋之；其二，是擁有正式職位，但未具極端個人權威，僅能以

「正式法規」的角度來解釋；其三，若未備正式職位，但卻擁有極端之個人權

威，可劃為「聲望途徑」；最後，若無正式職位與個人權威，則可用「地位途

徑」來理解其對決策制定的影響。  

                                                 
18 相關的探討，可詳見於臧曉偉的著作。Xiaowei Zang,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p. 1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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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對於「二線分工」影響最關鍵之角色，是「決定途徑」以及「聲望

途徑」之領導人。上述兩項途徑之領導人，都擁有極端的個人權威。簡言之，

極端個人權威的因素，是影響「二線分工」運作最重要的變項，而正式職位的

有無則僅為輔助變項，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文化重視「個人本位」的影響，絕

對迥異於西方。西方政治科學對官僚價值的重視，根源於韋伯（Max Weber）

的分析，將「官僚本位」視為集合於「階層制」、「專業性」、「公共性」、「權限

受限性」、「職業本位性」、「法制－合理性」的混合體。19然而中國社會崇尚人

治，講求「關係」的色彩，使得中國政治不會侷限於官僚本位，反而立基於暗

晦不明的個人權威，以及「非正式政治」的網絡中。  

   第四、擁有極端權威的領導會從「一線」轉至「二線」，亦從「決定途徑」

轉移至「聲望途徑」。毛澤東在一九五九年四月之後，卸任國家主席，就政務

的影響只能以「聲望途徑」解釋；鄧小平在十三大時，僅保留中央軍委主席，

對政務的影響轉為「聲望途徑」，並自一九八九年十一月之後卸除一切黨、政

職位，黨政的影響皆只能以「聲望途徑」解釋；江澤民則從十六大之後保留中

央軍委主席，並至二OO四年的十六屆四中全會「全退」，亦是先以對政務成為

「聲望途徑」，再發展成黨政決策的「聲望途徑」。 

第五、因此，擁有高度個人威望的領導，從一線退居二線時，會先選擇退

居政務二線。導致中共政治局勢改變的關鍵，是擁有高度個人威望的領導，毛、

鄧、江都曾扮演這種角色，而由於中共「以黨領政」的傳統，使得上述領導在

往「聲望途徑」轉移時，會先卸任政務職位，其次為黨務職位，再次為軍事職

位。毛澤東終身都未「全退」，而鄧、江則都在最後卸除一切黨、政、軍職位，

可以看出具備高度權威的領導，鄧、江在朝向「聲望途徑」演變時，已和正式

職位完全脫勾，並將決策制定權交與一線領導，使其可以按「正式法規」執事。 

第六、憑藉「正式法規」制定決策的一線領導，最主要的決策權是財經領

域。從毛時期就可看出，劉少奇等一線領導在分工上，多是限於財經領域，歷

經鄧、江時期的演變，財經領域的分工仍是最為完善，受二線的干預也最少。

                                                 
19Max Weber著，康樂等譯，支配的類型：韋伯選集Ⅲ（台北：遠流出版社，1996 年），頁16-17。 



 第六章 結論  145

相對的，軍事、外事、文宣等領域，自毛時期開始，就掌握在最高領導人手中，

即使其決策權從「決定途徑」演至「聲望途徑」，仍不會完全將上述決策放與

一線領導，仍亟思以「聲望」來控制之。 

第七、由於中國文化重視個人關係，因此最高領導人會與其私人親信結成

扈從關係。這些未備個人權威以及重要黨政職位的二線領導，可由「地位」途

徑來解釋其在決策上的間接建議權。毛時期的胡喬木、康生等人，就是憑其特

殊的「地位」來影響決策制定。無論最高領導人處於「決定途徑」或「聲望途

徑」，都會和這些具有「地位途徑」的二線領導形成裙帶關係，一方面增加自

身威望，一方面藉此控制一線領導的執政。歷經毛、鄧、江時期，這種憑特殊

地位的二線，尤以「秘書幫」為代表。20 

   第八、由於中國政經的「內因」以及國際局勢的「外因」，使得最高領導

人會在「關鍵點」上，由「一線」退居「二線」。毛時期的「關鍵點」是一九

五九年四月，其「內因」是毛不善於處理建政以來，趨向專業化及日漸繁瑣的

政務，因而卸任國家主席；「外因」則為中蘇關係的惡化，使得毛考慮培養一

線繼承人，並讓劉少奇接任國家主席，以扶持其政治能力。鄧時期以十二大為

「關鍵點」，主要「內因」是後毛時期諸多和鄧同輩分的政治元老相互箝制，

使得鄧無法再享有與毛等量的個人權威；「外因」則是東西冷戰的逐漸結束，

提供了中國改革開放的條件，使得專業化與年輕化的人才需求極為迫切，因而

促使革命元老退居二線。江澤民時期的「關鍵點」為十六大，其「內因」是革

命世代在鄧後時期完全退出政局，再無人擁有建國功勳的情況，職位的安排逐

漸成為政治競逐的遊戲規則；「外因」則為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與世界政經

接軌的持續，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後，對於專業化人才的需求孔急，使得個人

威望的重要性急劇降低。 

第九、在歷經「關鍵點」的改變後，「二線分工」會在原來制度的基礎上，

達致新的「漸續平衡」。毛時期的「二線分工」在歷經「關鍵點」的變化後，

                                                 
20 對於「秘書幫」在中國政治的影響，可參閱Wei Li and Lucian W. Pye,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pp. 91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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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優勢政治」型的分工轉為「權力平衡」型；鄧時期在歷經十二大後，則演

化為「主從」型的分工；江時期的「關鍵點」在十六大，使得「二線分工」朝

向「職務」型分工的光譜靠攏。綜觀這條演進趨勢，吾人認為，毛、鄧、江時

期的「二線分工」在形成新的「漸續平衡」時，每每朝向「制度化」的位階前

進，對於修補「民主集中制」的三項缺失，日起有功。 

第十、造成毛、鄧、江時期分工朝向「制度化」最主要的原因，是領導人

的個人權威逐漸消失。由於個人權威的影響逐漸消失，代之則為職務分工的因

素。泰偉斯早在一九七九年就認為，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有五項，包括政

策衝突、官僚組織、政治文化、派系-權力鬥爭、共產主義觀點，這五個要素環

環相扣，缺一不可21。歷經二十餘年的改變，吾人發現，該五項因素的制約雖

仍持續，但政策衝突、官僚組織等正式政治的影響，已日漸重要。可以顯見的

是，「職務」型的分工會繼續主導「二線分工」演化，成為中共政治最主要的

「遊戲規則」。 

第十一、在歷經新的「漸續平衡」後，會導致中共對於「民主集中制」信

念的再加強。「二線分工」的源起是補救「民主集中制」的缺失，只要在彌補

該制缺失的功能上，有較佳的成效，就可使得中共認為可以繼續「完善」民主

集中制，以體現社會主義制度的優越性，因而不需徹底揚棄該制。但細究之，

「二線分工」再怎麼「制度化」，仍舊無法完全改進一線、二線的張力，無法

達成西方「三權分立」的制衡機制及其所導致的徹底「制度化」。「二線分工」

只是一項彌補「民主集中制」缺失的「非正式制度」，即便運作再完善，也只

能減弱「民主集中制」所帶來的危害，新的「漸續平衡」只能在「非制度化」

與「制度化」的光譜遊走，獲致新的「制度平衡」。但這樣的「制度平衡」即

便朝向「制度化」的方向前進，但由於「民主集中制」的制約，將使得「二線

分工」只能「逼近」制度化，無法達到完全制度化的境界。 

 

                                                 
21 Frederick. C. Teiwes, "’Rules of the Game’ in Chinese Politics,"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 

December 1979),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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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兩節所述可以發現，中共自八大以降，便採用「二線分工」的架構，

來改進「民主集中制」的缺失。本文主要以毛時期的「二線分工」為探討，希

冀從歷史的根源，去挖掘出中共在面對「民主集中制」的弊病時，是如何衍生

出「二線分工」的非正式制度以補救之。「二線分工」形成之後，經過數度「關

鍵點」的改變，獲致新的「漸續平衡」，而持續影響到後毛時期。其「路徑依

賴」的延續性，「關鍵點」以及「漸續平衡」的理論，皆符合「歷史制度主義」

所能解釋的範疇。 

「民主集中制」的要件，仰賴於「高層領導的人事鞏固」（personnel stability 

at the top）來維持秩序，22 並決定了最後「集中」的實行。毛擁有極大的權威

來確保高層意見的一致性，鄧的權威已不若毛，江則更次之。毛時期的「二線」，

僅有毛擁有極端權威，可以任意干預一線的運作，造成了該時期「二線分工」

的無序性。鄧時期的「二線」，呈現了多位元老互相制衡的情形，使得這種「主

從」型的二線分工，反而獲得一定程度的「制度化」。十六大後，江澤民「退

居二線」，並在十六屆四中全會完全卸任黨政要職，這樣的例子，和鄧小平在

一九八九年十一月卸任軍委會主席的情形類似。但鄧小平能以普通黨員的身

分，於一九九二年發表南巡講話，為改革路線護航，但現今同為普通黨員身分

的江澤民，再無類似毛、鄧的個人權威。可以確定的是，在「二線」領導人的

個人權威逐漸喪失後，「二線分工」會以職務作為分工的依據。 

「二線分工」做為修補「民主集中制」缺失的「謹慎原則」，會在歷經循

環後，造成新的「漸續平衡」，而漸次朝向「職務」型的分工邁進。在避免非

正式政治影響、防止權力集中以及安排政治繼承的功能上，這種「職務」型的

分工會發揮更大的影響力，並提高「二線分工」的制度化程度。但即使「職務」

分工的程度在未來不斷提高，由於「民主集中制」的先天缺陷以及中國重視個

人本位的政治文化，「二線分工」仍會繼續存在下去，由原領導者退居「二線」，

輔助「一線」的政治繼承者穩定國政。 

中共建政以來，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曾扮演過「二線」的角色，而

                                                 
22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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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線的關係，由毛時期的較為無序性，鄧時期的主從型分工，演變至江時

期的職務型分工。可以預見的是，胡錦濤在未來卸任重要國家職務後，應該會

循江澤民模式，續任一段時期的軍委會主席，以利於後續接班穩定。在個人權

威逐漸消失的「後革命世代」，面對「民主集中制」的先天侷限，「二線分工」

會繼續朝向職務型的分工，以尋求在「二線」與「一線」之間達到「漸續平衡」。

吾人可以確信，在中共政治體制以及中國政治文化格局的制約下，「二線分工」

模式會繼續成為一套具「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用以避免非正式政治影響、

防止權力集中以及安排政治繼承，並進而「反饋」回「民主集中制」的認同，

造成一連串自我加強的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