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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於一九二一年七月在上海成立，並

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領」，

綱領中提出：「黨的奮鬥目標是領導無產階級和勞動群眾，實行澈底

的社會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立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

義所有制，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並明確宣告：「中共是以共

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斯列寧主義（以下簡稱馬列主義）為行動指南，

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戰鬥司令部…」，1
足見中共

成立之始，是為了消滅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堅持馬列主義的政黨。 

二 00 一年七月一日在慶祝中共成立八十週年大會上，中共國家

主席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中共「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力的發

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

利益」），將私營企業主、民營企業創業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理

技術人員、個體戶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與工、農、知識分子、

幹部與解放軍同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並將前述社會階

層吸收到共產黨。
2
以「不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

提高黨對社會影響。」，
3
而在二００二年十一月中共十六大中，通過

修改中共黨章決議將「三個代表」納入中共黨章，並表明中共除了是

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外，「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十

六大後將有步驟地接納符合黨章規定的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共。
4
並於

                                                 
1 蘇雙碧、趙傳、趙仲三等主編，中國共產黨八 0 年:偉大的歷程，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 00
一年五月，頁 19。 
2 蘇雙碧、趙傳、趙仲三等主編，中國共產黨八 0 年:偉大的歷程，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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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四年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十屆人大會二次議中通過憲法修正

案，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

並列，對大陸政治具有指導性地位，保障公民合法之私有財產、保障

人權。
5
中共總理溫家寶更表示：「將認真地付之實行」。

6
中共－這個

在創建時期，標榜著強烈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的無產階級政

黨，竟然在其建黨八十年後，明確地敞開雙臂擁抱過去一直視為其鬥

爭標靶的資本家！此次開放資本家入黨，對這個強調馬列主義與無產

階級專政意識型態的政黨而言，在中共的意識型態上的轉變實具關鍵

性。 

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在「共產中國的意識型態與組織」

書中，認為除了個人與階級外，還有組織層面的意識型態，指的是「以

行動結果為導向的思想體系，其目的在於成立或者運用組織」。意即

舒氏將意識型態分為：純意識型態，與實際意識型態，前者給予一整

體而明晰的世界觀，後者提供個人行動以合理的工具性價值。
7
意識

型態的變化，不僅影響人民的行為，也影響黨政幹部的行為。
8
此係

因意識型態的結構可分為兩部分，其一為所謂核心（Core）部分，二

為環繞核心外圍實踐性（Practical）部分。核心部分內容主要包含

一套世界觀、歷史觀，以及用來支撐前述觀點的方法論，或由此世界

觀、歷史觀延伸出來的價值觀。實踐性的部分主要提供一套引導人們

去認知、判斷週遭世界的認知圖和評估圖，以及由此所延伸出來引導

人實踐行動的戰略和策略設計。簡言之，核心部分主要為影響人之價

值理性運作，實踐部分則影響人的策略理性的運作，指導人的實際行

動。
9
故一個政黨或國家之意識型態的轉變將影響其在實際執行面上

的政治、經濟體制等的變化。而中共的轉變與否更影響著兩岸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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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兩岸人民的福祉。因此，有關「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這議題，

筆著以為實有詳加瞭解與探討之必要與其研究價值。以上，即為促使

筆者撰擬本文之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一、剖析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之背景因素 

 

中共在與國民政府爭奪政權之初，即以標榜無產階級專政揭竿而

起，以鬥爭資產階級的資本家為目標，其內部並為了「左」「右」路

線鬥爭不斷，究竟是什麼原因使中共產生如此大的轉變？中共在江澤

民時代所採取開放資本家入黨的作為，是在何種背景因素的影響下而

有的結果呢？在政治層面，中共內部意識形態「左」、「右」的爭論如

何？其政治發展的影響又如何？在經濟層面，中共採取改革開放策略

後，經濟結構改變，國有企業比例逐漸下降，私營企業比例逐漸上升，

經濟結構的改變及全球化的國際局勢，以及大陸內部逐漸嚴峻的社會

問題等是否皆為影響因素？ 

另外，中共是否如媒體報導，係為了在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控制力

度之間取得平衡？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是否意味著選擇與大資本家

密切合作，以防止資本主義提高民眾對政治自由的需求，而朝向國家

資本主義道路方向邁進？ 

以往在對中共的研究，多僅從意識型態面切入，探索馬列主義，

毛澤東與鄧小平思想之意識形態為主體。本人則期望透過研究五０年

代中共對資產階級的定位，到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及中共十六大

將之納入黨章、中共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之納入憲法

之此間過程，分階段探討、分析過去毛澤東、鄧小平與江澤民等時期，

中共內部對資產階級的爭論情形，在權力爭競與政策之變化，並就中

共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全球化的國際背景等影響層面切

入剖析，透過對此一主題的檢視與分析，探討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



的背景因素。此為本文的第一個研究目的。 

 

二、瞭解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之目的 

 

權力的法理性在於它受到一個集群的所有成員或至少大部分成

員的承認。當一個權力的法理性受到一致贊同時，它就是合法。
10
菁

英理論指出，有一類菁英，即在任何團體中擁有大部分權力的少數

人，他們控制並作重要的決定。在大規模的社會裡，在任何既定的時

間，決策一般握在少數人手中。菁英主義理論的第一個特徵即是，握

有權力的永遠是一個小團體。
11
足見一個社會控制權力主要仍操控在

少數人手裡。伴隨中共改革開放，私營企業比例的增加，以及企業規

模的逐步擴大，私營企業主的資本家掌控的權力與影響力亦逐漸擴

增，中共是否為強化對社會的控制及配合經濟發展需要，做出如此選

擇？為防止資本主義提高民眾對政治自由的需求，中共才如此選擇與

資本家合作嗎？而這樣的資本家與中共的聯盟，是否真對中共未來掌

控權力有幫助呢？誠如大陸私營企業家認為「到底是誰把誰吸納進

去，現在還說不明白」﹔而中共一位黨內資深理論家則認為「如果我

們把這些人留在系統外面，會帶來麻煩，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吸納

進黨」，
12
究竟中共的目的在何？是否能達成其目的？對未來中共變革

與影響又為何？本文即試圖從對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的各個面向來

進行深層探討，提出些許看法，此為本文的第二個研究目的。 

 

三、評估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對中共未來發展之影響 

 

中共在毛澤東時期，毛澤東秉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透過民族化

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的鬥爭。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用到

                                                 
10 Maurice Duverger著，黃一鳴譯，政治社會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六年八月，頁 157。 
11 Maurice Duverger著，黃一鳴譯，政治社會學，頁 123。 
12 「國家資本主義，中共新路線」，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年九月三十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rwslisr 



革命的領域，或用來研究革命形勢，使其政策合理化，同時也使他和

黨內外敵人的鬥爭合法化，而階級鬥爭即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此時

期中共係停留在馬列主義的階級與階級鬥爭的意識型態中。
13

至鄧小平時期，曾有學者對此時期給予「歷史性轉變及與過去的

連續性」的評語，
14
顧名思義，此時期受過去影響而有新的變化。鄧

小平在接掌政權後，面對黨內保守主義份子的批判，使其必須利用毛

澤東過去的言論，捍衛其政策，透過對毛澤東思想的重新解釋來維護

其推動經濟改革、制度改革的作為。即便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仍

需宣稱四個現代化的政治思想的根本前提為堅持社會主義道路、無產

階級專政、共產黨的領導和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鄧小平在實行改

革期間，遭遇中共黨軍內教條主義者的反對，也使其在對資產階級的

政策上搖擺不定，從鄧小平在一九八０年接受李雲漢建議，放棄過去

他自己提出的「興無滅資」，而到了一九八六年發表嚴厲聲明「反對

資產階級自由化」，可看出鄧小平在對資產階級的作為，深受黨內影

響而搖擺。
15

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在二 00 一年七月一日提出將接受私營企業

主入黨，接納資本家，對於過去強調無產階級的共黨，似乎顯得格格

不入。從江澤民初上任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與時俱進」

觀念，到「三個代表」的提出，種種跡象似乎顯示，中共在其意識型

態，黨的執政、組織方式，黨員構成，黨與國家關係等等出現變革。
16
而此開放資本家入黨對中共的本質而言是否有無實質改變或影響？

對中共有何意義？對中共意識型態又有何影響？中共黨史長期存在

的獨特的「左」與「右」二條路線鬥爭的問題，
17
隨著中共開放資本

家入黨，是否意味著長期以來「資」、「社」問題的定調？對未來中共

的發展，如政治制度改革是否會產生某種程度的變化與助益？以上為

                                                 
13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西元一九九四年，頁 76-77。 
14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頁 108， 
15 阮銘著，鄧小平帝國，台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年十月，頁 94-104 
16 政治報告正式列入「三個代表」為江澤民奠定歷史地位，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年十一月九

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china16/content/A91B1101.htm 
17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年三月，頁 27。 



本文第三個研究目的。 

 

四、藉由深入瞭解、掌握中共意識形態轉變之趨勢，進而尋

求未來兩岸發展與互動之前景與策略 

 

意識型態是一套十分嚴謹的價值觀與信念，這些價值觀和信念講

的是如何組織和運作社會的、經濟的及政治的體系，以及關於價值觀

和信念如何發揮效用的方法。而經濟體系和意識型態的體系密切相

關。
18
中共在一九七八年實施改革開放迄今，其經濟結構的轉變，已

逐漸展現強大的經濟成果，此間變化勢必衝擊中共意識型態體系。 

另外，鄧小平用技術官僚取代毛澤東時代錄用之具革命背景的黨

政官僚，開啟中共的技術官僚運動。技術官僚較革命家務實，在對意

識型態的態度上有很大的不同，對革命家來說，意識型態是一種政治

控制和動員機制﹔但對技術官僚來說，意識型態主要適用來佐證其政

策的合理性和合法性。意即，技術官僚不是用意識型態來制定政策，

而用它來使政策合理化。
19
從中共江澤民的領導核心確立之時，中共

可說進入技術官僚時代；而至胡錦濤接任，在中共八十二週年黨慶中

發表的談話中為「三個代表」詮釋，三個代表本質是立黨為公、執政

為民，胡錦濤也重申其提出的「三民主義」，希望以「一切為民」進

一步詮釋「三個代表」。
20
由此觀之，意識型態對中共領導人而言，已

轉為維護政權、政策操作的工具。 

由於過去兩岸在意識型態上明顯不同與對立，使得兩岸的互動長

期以來處在對抗與衝突的情況，彼此間充滿高度的敵意。然而，中共

在鄧小平於八０年代發動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修正毛澤東所走之革

命意識型態。江澤民為論證改革政策之合理性，仍將鄧小平精神提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理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理論等作為中共意識型態

                                                 
18 Alan Isaak，王逸舟譯，政治學概論，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二年五月，頁 162-163。 
19 鄭永年，政治漸進主義，頁 51。 
20 中國時報，十三版，民國九十二年七月二日。 



的核心。而至二 00 一年開放資本家入黨，二００四年修正入憲，這

轉變如代表中共意識型態已完成重建、定調，對兩岸關係的發展，與

兩岸間的互動是否具絕對加分之效益？ 

近年來，中共對台策略轉變趨向靈活，在文攻武嚇的策略作為上

已與以往有所區隔，不再完全如以往制式與僵硬，反採溫柔攻勢以爭

取民心。從中共一系列策略作為的轉變顯示，其意識型態已有變化。 

中共建黨已有八十餘年，政權建立亦近六十五年，革命的老一代

逐漸逝去，務實的新一代迅速崛起。八十年來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國

際環境的浪潮，中國社會環境的巨變，其本質也已發生變化。當中國

大陸由手工業時代大步跨入訊息時代，當狂飆的革命情感已被物慾追

求所取代，當革命世代隨著歲月流失從歷史舞台上消失，而部分政客

汲汲營營於權位，逐漸忽略時代的進程與民眾的福祉時，中共與其領

導人不可避免地已被時間的滾輪推上歷史的轉捩點。江澤民在二 00

一年多次提出「與時俱進」的觀念，賡續著開放資本家入黨，進而於

二００四年三月十四日第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納入憲法，此也顯示

中共正視新時代來臨的變革。 

然而大陸內的順口溜說到「遠看一座廟，近看是黨校﹔不見學生

在學習，只見腐敗份子在深造」，突顯出共產黨成員向下沉淪的嚴重

程度，問題不在於中共領導階層反腐敗決心不強，而是中共尚未拿出

真正制度性的措施，來遏制墮落的趨勢。問題在於中共八十年來中共

的體質並沒有太大調整，創黨時期的特質仍左右黨的指導思想、統治

制度及選才標準。
21
中共雖然開放資本家入黨了，也顯現其變革了，

但其目的與問題的本質是否解決了呢？如果不是，中共開放資本家的

入黨不就加速其黨內的腐化程度？此間的變革，究竟是否對中共是絕

對正面效益呢？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資料，自一九九一年累計至二

００四年七月，我赴大陸投資案件數達三二、四六八件，對大陸投資

                                                 
21 「江澤民之後 中共誰當家？」，中時電子報，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china16/deepth.htm。 



金額逾三八０億美元。
22
在兩岸貿易依存度逐漸增加，兩岸關係的發

展攸關兩岸人民的生命與福祉，中國大陸未來的發展與穩定與否牽動

兩岸人民的未來，也影響著東亞的國際局勢，而中共政權的動向更是

我們應關注的焦點。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是二而一的，經濟基礎決定

政治意識型態的發展方向，反之，亦促進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共面臨

內部社會問題壓力不小，中共開放資本家之作為，對其未來決策及政

治變革趨勢與動向的影響為何，其轉變的趨勢又為何呢？而在我政府

面對中共的轉變，我政府在未來策略上該如何調整因應？筆者希望能

透過深入探討與分析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之作為對其本質的影響，探

究未來的走向，並期望藉由掌控其動向，尋求兩岸未來互動策略之曙

光，進而有助於兩岸關係之發展，增進兩岸人民福祉，此為本文的第

四個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途徑 
 

通常在一般的學術研究上所使用的方法可區分為研究途徑

（approach）與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等兩方面。研究途徑

與研究方法同等重要，但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實為兩種相關聯但本質

有所不同之方式。研究途徑決定研究者想要切入研究主題之觀察角

度，並幫助研究者選擇適當之理論或方法來進行研究；研究方法則是

幫助研究者選擇科學的、適當的執行工具，來獲取研究所需的資料，

進而得到所欲求得的結論，換言之，即指蒐集處理資料之技術與進行

之程序而言。 

 

 

                                                 
22 經濟部投審會，核准僑外投資、對外投資、對大陸投資統計速報，

http://www.moeaic.gov.tw/Upload/News/9307.xls。 



誠如上述所言，研究途徑（approach）決定研究者欲切入研究主

題之觀察角度，並幫助研究者選擇適當的理論或方法來進行研究；換

言之，研究途徑即為研究上想要建立一個組織概念、系統、架構或模

型，以確定研究的方向，且廣泛地蒐集各方的資料，綜合起來納入該

系統或架構中。
23
由於本文「中共對資本階級定位之研究」乃是對中

共的重要政策之闡述、發展過程之研究，故所採取之研究途徑，因政

策問題的本質之不同而有所差異。而問題本質之釐清、分析亟需配合

適當之研究途徑來進行合於邏輯之判斷。本研究為能對中共此一政策

轉折之原委，與探究中共此一政黨屬性轉變與否之問題，作統整分析

而提供適當的說明與解釋，故採取之相關研究途徑如次： 

 

壹、歷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歷史研究途徑，簡言之，即為一從「既有且存在」之事實來進行

分析，研究該事實的起源、演變與發展，換言之，乃為針對歷史上過

去已經發生過的事實，有系統地描述與分析，並說明事實現象為何、

影響為何、所代表之實質意涵為何等面向。由於本文欲探討之主題係

探求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之研究，並由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之意義出

發，所以本文所欲了解的重點在於「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之整個歷

史發展層面，包括為何開放？「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後各方之反應

為何？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後於各種不同層面之影響為何？以上是

本文以歷史研究途徑所確立之研究方向。 

 

貳、階級分析途徑 

 

在研究中共之學術研究，以階級意識作為分析之研究途徑者亦為

西方學者支流之一。階級分析途徑，即自中共階級意識切入進行研

                                                 
23 參見張家麟、莊士勳著，「政治學方法論及其理論發展－政治學科學化的迷思與典範蹊徑」，中

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台北），第六卷第二期，民國八十七年十二月，頁 111。 



究，藉由深入解析中共階級意識型態建構之起源與過程，階級意識涵

蓋對象與劃分，對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之影響及演變過程﹔進而理解

在實踐中，部分無產階級對其他原本也被視為無產階級者進行逼迫之

原因，從而顯示各階段個人之階級屬性，亦可能因具有某種歷史相對

性，隨政治社會發展而有不同範定。本文係針對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

之研究，故需就此層面探求馬列主義階級史觀、階級鬥爭論點對中共

對資產階級採行策略與關係之影響，中共在各歷史時期所持階級意

識﹔甚至在堅持無產階級意識下代表無產階級之共產黨如何對待資

產階級，為何接納無產階級入黨等進行分析。
24
而將納入有關中共黨

史和意識型態之建構等問題意識之研析。如：吳安家著，中共意識型

態的變遷與持續等。 

 

參、法制研究途徑（legal institutional approach） 

 

法制研究途徑，即為直接由「現實」進行觀察、分析及解釋，而

非與現實脫節，故特別重視「制度」面之相關事實，更非憑空臆測，

主要為憲法學者採用。在中共歷來重要的政策中，國家領導人之著作

向為重要文件，具有重要政治意義，但重要政策擬定需配套法令規章

據以執行，方能落實。如果失去了相關法令規章之依據，重要的政策

就難以實現與落實。故本文將自中共毛澤東、鄧小平與江澤民等重要

領導人之著作或曾發表之重要談話，以及中共憲法等法令，自制度面

探究中共已過對資產階級的基本立場。在此，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

選等，以及中共憲法上的本文、增修條文等及其他相關法規等皆是本

文審視著墨之處。如朱鋒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釋義（北京：人

民出版社，一九九三年四月）﹔何沁、王家勛、陳明昱著，中國共產

黨史綱(修定本)，（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年八月二版）等。 

 

                                                 
24 石之瑜，大陸問題研究，三民書局，八十四年三月初版，頁 71-8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分為三方面，即時間範圍、空間範圍、對象範圍，

敘述如下： 

 

一、在研究時間範圍方面 

 

第一個主軸界定在從一九五 0年至毛澤東去世此一期間。主要係

探討（1）這段期間內中共建國初期對資本家之基本意識型態為何？

（2）毛澤東在這段期間內，是否有提出較具關鍵性的指標規範？政

策為何？對資本家的地位影響為何？ 

第二個主軸是界定在鄧小平主政的這段時期。此時期主要探討為

（１）鄧小平接任中共領導人初期對資本家的立場或政策為何？與毛

澤東時期是否有所轉變？（２）鄧小平時期對資本家政策的論戰為

何？有何影響？（３）鄧小平時期對資本家立場轉變的背景為何？影

響有哪些？ 

第三個主軸是江澤民主政時期，探討（１）江澤民主政時，開放

資本家入黨之背景，是否因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共政治與社會的影

響？對中共政權之正當性是否有衝擊？（２）國際環境是否為中共開

放資本家入黨之因素？倘有，國際影響因素為何？（３）中共開放資

本家入黨之目的為何？（４）對中共政權之正當性，中共政黨轉變以

及未來中共對大陸內部之統治是否有助益與影響？ 

 

二、在研究空間範圍方面 

 

「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之提出係於江澤民主政時期提出，其執

行係以大陸內部為主，故在研究空間範圍主要在大陸地區，由於中共



政策動向對我兩岸政策亦有影響，故台灣地區亦予以納入。 

 

三、在研究對象範圍方面 

 

本文所探討的主旨「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之研究」將牽涉到台

灣、大陸等地區，故上述二地區為本文之主要研究分析對象。 

 

貳、研究限制 

 

由於研究者進行研究，受個人思想影響成分頗重，故於撰擬或進

行研究分析時，應持守客觀中立的立場，針對研究主題予以探究。然

而，即便研究者盡力於研究過程力守客觀，但主觀成分因素仍易影響

研究者觀察事物脈動，是故，個人於研究過程應盡量參考各方不同意

見、不同角度的參考資料，盡量做到「客觀平衡」的效果，摒除個人

主觀偏見。所以，個人主觀因素，是本文的研究限制之一。 

另一方面，崇高理想總與現實情況存在著相當距離，囿於筆者之

時間與能力，無法完全蒐集與本文研究主題相涉之文獻參考資料，故

仍恐有相關參考文獻資料之闕漏與不足，筆者僅能更加周延地持續整

理與蒐集相關參考文獻，以期克服在參考資料上可能之疏漏與缺失。

是以，資料之完整性係本文研究限制之二。 

 

參、概念界定 

 

由於有關各項研究主題之觀點易有歧異，概念之界定決定當試圖

對某一問題進行較有系統研究，故需審慎界定若干基本概念，否則易

引起爭議。 

一般對資產階級概念存在狹義與廣義兩種理解，部分西方學者

（如法國白吉爾等）比較強調此一概念之純經濟內涵，認為資產階級

是指「商業資產階級、近代或半近代之企業家團體、商人、金融家和



實業家。另外多數大陸學者賦予資產階級以較為寬泛之內涵，不僅指

經濟意義之工商業資本家和金融資本家等社會經濟集團，且包括其政

治和思想方面之代表。因資產階級實際上為一複合結構之社會階級集

團，除由工商資本家構成之階級主體外，仍有圍繞主體存在之外圍或

從屬部分，此部份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識份子和政治活動家等

所組成。本文因探究中共對資產階級意識型態發展與其相應之政治或

經濟政策作為，且限於研究基礎和篇幅，著重強調純經濟內涵部分，

著重分析論述者係以資產階級主體部分─私營企業主等工商資產階

級為主（不納入地主、富農）。
25

 

 

 

第四節 相關文獻回顧與探討 
 

文獻回顧與探討，係指研究者針對其所想要研究之某個主題，就

當前學術界已研究出來之成果來加以檢視，檢視之目的在於了解所欲

研究主題究竟已經有多少研究成果，將這些蒐集得來之研究成果統整

與評估，作為研究者自己來從事這些相關研究之輔助與建議。 

文獻之回顧與探討除了上述所言，可讓後續新的研究者了解其所

欲研究之主題在當前學術界之研究成果為何外，尚可讓研究者了解自

己若想要研究同樣主題，是否在研究上有所突破？
26
是否比前人的研

究更有貢獻？假使新研究者所欲研究的某個主題在當前學術界的研

究成果已經夠豐碩，相關問題亦已充分解答，而且該研究之成果也讓

新研究者滿意，那新研究者即可從文獻回顧探討過程中，了解沒有再

繼續從事該研究之必要性。另一方面，文獻回顧與探討還可以幫助新

研究者去了解既有研究之參考文獻來源及相關理論或模式，進而協助

                                                 
25 馬敏，過渡型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年四月，頁 28-29。 
26 參見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李亦園等編著，社會及行為科學研究法（下冊），台北：東

華書局，民國八十八年七月十三版七刷，頁 936。 



自身尋找更深入文獻資料。
27

基於上述的認知，由本文所欲研究主題「中共對資產階級之定

位」，主要因中共開放資產階級入黨，此政策提出係源於二 00 一年七

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立八十週年大會上，江澤民發表的「七一講

話」，為中共開放之新政策，故學界尚未有針對此一命題研究之專書。

惟因本研究之主題將探究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之歷程，而有關中共對

資產階級之意識形態，亦未有專書逕予就此主題探討。然而有關中共

對資產階級的觀點，散見於研究中國共產黨史、中共與馬列主義關

係，或者是在階級意識、毛澤東、鄧小平及江澤民等中共領導人為主

題的研究專書中，在以往對中共意識型態與領導人傳記，亦有相關的

研究成果可供參考。然而，上述各類研究專書皆未自「中共對資產階

級之定位」此議題之角度切入中共政黨蛻變、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

與國際環境的影響，且當時的國際潮流亦未有今日全球化，跨國資本

家影響的迅捷；另亦未析論對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統治權的影響，以

及變革後對未來的發展，此為本文與是類專書區隔之處。以下筆者僅

依研究方法臚列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如次，作為本文的文獻回顧與探

討。 

 

 

壹、 階級鬥爭之意識形態研究法 

 

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舒曼（Franz Schurmann）所著之「共

產中國的意識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書，對建立中共官方意識形態的研究途徑來說，

為頗具代表性之著作。其在此書中，首次將意識形態分為「純粹意識

形態」（pure ideology）與「實踐意識形態」（pratical ideology）

兩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以此概念架構分析，意識形態具有特殊功能與

                                                 
27 參見Bruce D. Friedman著，王秋嵐譯，研究工具箱：研究技巧整合實用手冊，台北：洪葉文化

事業出版公司，一九九九年八月初版，頁 28～33。 



意義，對中共組織之影響。舒曼之研究成果，使吾人對中共黨組織和

政府機構運作有較深刻瞭解，其亦奠定以意識形態解釋途徑來認知與

詮釋中共行為之研究取向。
28
另外，泰爾朋（Goran Therborn）之「政

權的意識形態與意識形態的政權」一書，就意識形態在政權組織、維

繫與變革中運作情形，從社會宰制的階級分析觀點，解析有關意識形

態在階級統治與階級鬥爭中的腳色等問題。
29

因中共政治運作中意識形態的色彩相當鮮明，且意識形態因素充

滿中共政策制定與執行之過程，鑑於馬列主義中階級鬥爭理論與資本

主義的內在矛盾說，為中共意識形態之中心，故研究者在研究中共政

權及意識形態，多有自階級鬥爭之角度分析與論述。此類論述，研究

者針對馬列主義與中共建黨中心意識型態之關係、意識形態對中共本

質與中共領導人據以採行之政策作為之關係，進行探究。
30
此類專書

如：毛澤東的意識形態學說、
31
中共意識形態之演變與運作研究。

32
以

及中共意識型態理論分析建構、權力鬥爭等層面進行研析，以及中共

意識型態變遷對中共面臨之實際問題之影響等，
33
在意識型態階級層

面之解析，提供詳盡研究成果。 

大陸學者馬敏，從社會型態與階級演化的相關分析著眼，利用比

較史學等研究方法，對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之形成、結構和特徵進行分

                                                 
28 張國聖，論析中共官方意識形態的研究途徑，中共研究32卷 1期，一九九八年一月，頁 96。 
29 泰爾朋著，陳璋津譯，政權的意識形態與意識形態的政權，遠流出版社，一九九 0 年，頁 9。 
30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本書係大陸北京外文出版社於一九五七年出版，本

書分成十二節探討毛澤東在一九五七年二月間在十一大會議中發表的正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問

題，文中第四節有關企業家與資本家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business men)，部分
即論到一九五六年農業和手工業的私有工商企業，併入社會體制中的國有企業或合資企業，執

行的速度與衝擊的大小，即與如何處理人民間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由此書可得知毛澤

東時期因意識形態對資產階級的態度與作為。 
31 閻志民，毛澤東的意識形態學說，陜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年六月。 
32 黃筱薌，中共意識形態之演變與運作研究，俄情研究出版社，民國八十一年十一月。 
33 吳安家，中共意識型態的變遷與持續，該書從四個角度觀察鄧小平統治時代：一是從意識型

態變遷的角度分析鄧小平如何利用意識型態鞏固權位、整肅異己、進而維護中共一黨專政。二

是從權力鬥爭角度分析鄧小平如何復出、整肅華國鋒，並迫使其親手提拔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趙

紫陽下臺，以及如何鞏固江澤民接班地位。三是從政治運動角度觀察鄧小平統治時代與毛澤東

時代的異同，並深入探討中共政權的本質。四從政策變動角度分析鄧小平一手策劃的改革開放

政策變遷與持續。由於中共意識型態變遷與中共內部權力鬥爭、政治運動、政策變遷息息相關，

任何中共領導人掌握實權後，就可擁有對意識型態解釋權，進而掌控人事任命權及政策修正權，

本書以意識型態變遷為主軸，權力鬥爭等，探討鄧小平統治背景、經過與影響。 



析，探討資產階級之歷史淵源、存在方式、社會組織等問題，其提出

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係屬一正從渾沌走向有序，從初生狀態向比較成熟

和完備狀態轉化之過渡類型之階級型態。
34
張儒義則探討自一九一九

年至一九四九年此期間與馬克思主義尖銳對立之資產階級哲學，從其

形成、代表性人物和發展之基本過程和特點，並進而批判以提高馬列

主義、毛澤東哲學在中國經過思想鬥爭之勝利。
35

惟亦因其研究層面偏重於階級意識論述，並未以中共對資產階級

定位進行專題深入研討，亦未進而探求其餘影響變數，諸如：各階段

中共內部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國際因素等，更遑論進而探究中共政

黨轉變之研析，此為是類研究著作未竟之處。 

 

貳、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即將兩個以上的研究主題進行比較研究。
36
是類研

究方法多係將中共不同領導者時期之意識型態或不同時期與馬列主

義的關係，甚或將不同領導者提出的意識型態論述，進行比較。此類

研究，對不同時期、不同領導者採行之意識型態論述、作為等進行比

較研究，可藉由研究者所選取的變項瞭解所選定之各時期、各領導者

主張或政策之差異，如：大陸學者徐崇溫所撰「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

義」(1994)。
37
惟是類研究亦未就各時期國際或國內背景因素納入分

析考量、中共資產階級定位之轉變與否﹔及以意識形態與中共政黨變

遷之主題切入探索中共之轉變，此為是類研究未涉獵之層面。 

                                                 
34 馬敏，過渡型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年四月，頁 1-5。 
35 張儒義，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０年，頁 1-19。 
36 參見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李亦園等編著，社會及行為科學研究法（上冊），頁 277。 
37《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本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徐崇溫於一九九四年所撰擬，

作者認為鄧小平總結的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理與當代中國

實際經驗與時代特徵結合的產物。作者透過比較研究途徑，將鄧小平主張的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視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蘇聯、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作一概況比

較。 
本書除論及列寧與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實踐上的關聯與執行的差異外，並提到鄧小平設計的建設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提出「三個是否有利」，即是否有利社會主義的發展，避免陷入姓「資」

或姓「社」的爭論等。有助於瞭解鄧小平時期對資產階級意識形態的轉變。 



 

參、國家／社會研究法 

  

國家與社會研究法，此類研究法係伴隨中共採取改革開放後，中

國大陸國家與社會關係之改變，以及時之社會相對於國家逐漸具有一

定自主性，進而探求中國大陸是否具市民社會以及社會團體對國家結

構的影響層面等。
38
隨著中共進行改革開放政策，自一九四九年以來，

原由「兩個階級和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識份子階層）

構成之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從原來社會階層結構出現

顯著變化，由於整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社會分化

和流動機制變化，社會流動普遍加快，透過抽樣問卷調查等方式，了

解大陸社會結構變遷與社會階層結構變動之狀況（陸學藝，當代中國

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二００二）。故研究大陸地區社會階層結構亦為

研究相關論題之輔助。 

中央與地方研究法，亦同前述研究法般，係因應中共此時期與開

放政策後之變化，自中央與地方之間衍生之關係與問題切入研究。進

而就改革開放後衍生之矛盾與衝突、貪腐等社會問題與政治改革等層

面進行論述，提供改革開放後，中共面臨之整體背景因素之參考。
39
惟

此類研究未深刻觸及意識型態及對資產階級定位之變化。 

 

肆、精英理論研究途徑 

 

Gaetano Mosca 與 Vilfredo Pareto提出精英理論，認為在一切

政治體系內，存有精英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欲瞭解整個社會的持

                                                 
38 李英明，中國大陸學，台北：揚智出版社，一九九六年二月一版，頁 110-111。 
39 《江澤民的時代》(The Era of Jiang ZeMing)，本書作者為Willy Wo-Lap LAM，針對江澤民接
任中共國家主席以來，從後鄧時期的中國境內社會問題、人士動態等具體描述，並由貪腐、自由

化及社會發展等層面探討國家政治改革；另亦針對江澤民掌權後，進行改革開放所衍生之中央與

地方間的問題。本書不論是在探究江澤民的統治風格、江澤民的經濟政策等，亦或江澤民執政時

期所面臨的背景說明，皆有深入分析，除可提供江澤民對資產階級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間的取捨

之觀察外，亦可對背景因素深入瞭解。 



續維繫與變化，需研究精英的改變。
40
故是類研究之主要變項，即針

對中共各時期領導者之社會背境(出生年代、家庭階級、出生社區、

父兄影響…等)、教育情況、態度與自我認知與期許等。
41
此類研究著

作，對中共不同時期領導者之思想與背景之關聯與變化過程，以及派

系之間衝突等，皆有詳細剖析，此節可提供對中共個別領導人之意識

型態轉變與否之背景，與其主張是否具有特定目的等之研究。惟此類

研究較偏重「人」之個人特性所延伸之層面，故較缺乏全面性之觀察

與比較，亦欠缺對中共政黨變化之研究層面。
42

上述各類研究著作，分從階級鬥爭意識形態、國家與社會研究、

中央與地方以及對中共個別領導者等角度切入研究中國共產黨，惟因

時空因素等，並未自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之層面，探討中共對資產階

級之定位與政策之變化，或根據建構類型的方法作為基礎，研究或論

述威權政黨之轉變與否，甚或中共政治改革之前景與兩岸關係之發

展，而本文即針對前述面向切入研究，此為上述研究未及之處，亦為

本文兼有之研究價值。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有關研究架構的說明，主要目的在於陳述本研究主題之分析，亦

即需說明概念形成、研究步驟及方法運用的整體關係。本篇論文架構

之安排，共分為五章，十七節，以下是本篇論文的研究架構說明： 

一、分析流程：(圖一) 

                                                 
40呂亞力，政治學，台北：三民出版社，民國八十六年十月，頁 347。 
41呂亞力，政治學，頁 350-351。 
42 舉凡：竹內實著之「毛澤東」（黃英哲、楊宏明譯，民國八十年）、「毛澤東」(鍾辰著，一九九

二年)；「鄧小平早期革命活動」（羅正楷著，一九九二年）、「鄧小平：在歷史的天平上」（俞吾金

著，一九九二年）；「江澤民的權謀」(石沙著，一九九八年)、「江澤民剖析」（李國強著，一九九

三年）等皆為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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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安排說明： 

 

第一章為緒論，共分為五節。第一節闡明寫作本論文的研究動機

與研究目的；第二節則敘述撰寫本論文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第三

節則敘述撰寫本論文的研究範圍及所遭遇到的研究限制；第四節則是

回顧與探討與本文主旨相關的各種文獻參考資料；第五節則敘述本論

文的研究架構。 

第二章為毛澤東時期中共對資產階級所持的鬥爭階級觀。本章共

分為三節，第一節探究五 0年代毛澤東時期依據的馬列主義的階級意

識，對資產階級的基本觀念，以及階級鬥爭理論與中共革命的關係﹔

第二節為七 0年代中共反右鬥爭時期，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以及述明文

革時期鬥爭之演變﹔第三節則從中共黨章與一九五四年、一九七五年

中共的憲法等來探究此時期制度面的實踐。第四節為小結概要陳述前

文之內容與結語。 

第三章為鄧小平時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資產階級定

位、資本家身分之轉變。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分三面向，即說明

後毛澤東時期鄧小平初接掌政權延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階

級意識，一九七八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要的轉折，總結毛澤東時

代，以及鄧小平從興無滅資轉向改革的轉變﹔第二節是階級鬥爭再

起，探討中共內部為何會再起鬥爭？使鄧小平嚴正重申反對資產階級

自由化，造成嚴重的階級鬥爭﹔第三節是鄧小平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後，在對「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政策之轉變，從一九

八四年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到一九九二年的南巡講話間之轉變過程研

析。第四節探討此時期與資產階級相關的法令環境，包括一九八二及

一九八四年的憲法中有關資產階級的條文。第五節為小結簡要綜合前

文所研究內容。 

第四章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開放資本家入黨。本章共分為

四節，第一節從鄧後經改的社經環境背景切入，說明江澤民在鄧後初

期仍持續鄧小平路線，以及其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理論，與經改後



逐漸出現的問題。第二節為江澤民開放資本家加入共產黨，首先就政

治與經濟面探討中共開放的背景。其次，從政治面，經濟結構的改變，

中共統治權的擴增與合理性，以及全球化下的國際環境，探究中共開

放資本家入黨的原因。第三節則為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的制度面作

為，包括在十六大中列入黨章等。第四節探討「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

對中共政權可能的影響，分從政黨、政治權力面，經濟改革發展的持

續，以及對中共未來改革的可能性的影響。第五節為小結。 

第五章為本文的結論，第一節除了總結本論文的主要論點，闡述

本論文撰述時的研究發現外，第二節將針對此主題對中共與兩岸發展

的評估與研析，並藉第三節提出相關評估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