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江澤民時期開放資本家入黨 
 

 

一九九八年七月二十三日英文「亞洲華爾街日報」刊載一篇驚人

的報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繼展現令人刮目的經濟改革政績後，

如今正考慮邁開另一嶄新領域的改革腳步：政治。江澤民正考慮的政

治內容包括國家主席的選舉體制、黨軍分離、多黨制，以及強化法制

建設等。江澤民的顧問和官方智囊正在研究在大陸實施各式各樣政治

改革的可行性，包括某種民選國家主席制度與多黨選舉。…這些改革

很有可能使中共這個極權政體產生根本的變化。」。
210
「華爾街日報」

在同年七月二十七日更加詳細報導「江澤民積極尋求政治改革」﹔西

方三大通訊社中法新社與美聯社也就江澤民政改問題進行相關報

導。
211

江澤民在上海任職時曾在一九八六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中保護上海知識份子，最早在上海開始土地租讓計劃，但也有過禁止

選美，在八九年查封自由派報紙《世界經濟導報》的紀錄。美國霍普

金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陳有為認為江澤民為務實派類

型的政治人物。
212

一九九二年十月十二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上的報告:「我們政

治體制改革，目標是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213
然

而江澤民長子江綿恆為留美博士，回國後迅速調升為中國科學院副院

長，並在上海經營多家高科技公司，其為中共太子黨代表性人物。 

究以江澤民開放資本家入黨目的為何？能否達成其目的？主因

係國際環境？大陸政經社因素？含括個人私因素？對未來中共變革

與影響為何？此為本章欲從各面向探究研析之要旨。 

 

                                                 
210白沙洲，江澤民變法，明鏡出版社，一九九八年十二月一版，頁 7。 
211白沙洲，江澤民變法，頁 12-13。 
212白沙洲，江澤民變法，頁 21-22。 
213白沙洲，江澤民變法，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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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鄧後中國經社發展概況 
 

本節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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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進行經

濟改革後逐漸出現的問題，對其開放資本家入黨之影響關聯。 

 

壹、持續鄧小平路線 

 

在鄧後時期，江澤民在經濟層面仍然繼續著鄧小平改革開放和經

濟建設的既定方針，但把鄧小平的「快中求穩」策略，改為「穩中求

快」，此或許為因應在鄧後，江澤民已無法扮演權威型領導人。在意

識形態層面，則稍微向「毛時代」作一些回歸，只不過將毛澤東時代

的「革命、生產兩不誤」，調換成「生產、革命兩手硬」，即是所謂「物

質文明和精神文明兩手都要抓，兩手都要硬」。
214

在鄧後江澤民主政的初期，基本上主要仍延續鄧小平的路線，在

資產階級部分亦如是，在一九八九年「六四學運」後，江澤民在「全

國組織部長會議」中提出「三個不可低估論」，特別強調「資產階級

自由化氾濫對黨的建設的破壞不可低估」。
215

中共在一九八九年十三屆五中全會以確立繼續深化改革，一九八

九年九月二十九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共建政四十週年談話表示，繼續

深化改革方針﹔同年十一月六日中共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

中央關於進一步治理整頓和深化改革決定」，提出深化和完善改革具

體任務，包括企業承包經營責任、財政包幹體制、金融體制、價格管

理體制等方面改革，並對外開放，以整頓經濟秩序。 

然而江澤民執政初期，曾在經濟領域與李鵬、姚依林結盟，通過

「治理整頓」打擊民營經濟，恢復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制度。在意識

                                                 
214 高新，江澤民的權力之路，明鏡出版社，1997 年 5 月一版，頁 14-15。 
215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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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領域與鄧立群合作，推行「反和平演變」整頓活動，導致一九九

０年至一九九一年大陸經濟大幅下滑。直至一九九二年鄧小平於南方

發表重要談話，確立繼續改革開放基調，江澤民方深刻瞭解鄧小平改

革之強烈企圖後，返回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路線。
216

 

貳、深化改革開放 

 

鄧小平於一九九六年病故，一九九七年九月十二日中共召開第十

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於會中發表「高舉鄧小平理論偉大旗幟，

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報告，論述中

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基本綱領，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

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不斷解放和發展生產力；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領導下，依法治

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江澤民在勾勒其世紀願景之「十六大」

報告中，首次將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概念，簡化成「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明確指出此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即中共現行

社會主義具有中國特點，而此特點將隨發展之變化不斷增加新內容。

但其重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積極穩妥的推進政

治體制改革」，渠將政治改革預設在四個堅持之框架。
217
江澤民於鄧

後執政階段仍延續鄧小平政左經右之經改路線。 

江澤民在「初階論」強調，大陸國情仍落後，不能實行社會主義

高級階段之政策，故應利用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現代化之做法，特別是

行之有效之管理經驗，組織形式與市場機制，實際即為市場經濟「補

課論」，是以「初級階段為名，行資本主義之實」。「初階論」列入中

共十五大文件，使中共在市場化改革與共黨意識型態合法性之間，取

得穩定理論結合點。就意識型態合法性而言，江澤民強調「社會主義

初階論」，作為中共高層政治與黨的指導路線，一則可高舉鄧小平思

                                                 
216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55。 
217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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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旗幟，繼承鄧小平政治權威合法性﹔另可作為深化經濟改革，改革

國有企業之指導。
218

 

參、政經變化 

 

江澤民著迷於權力，據研究江澤民之觀察家已觀察到江澤民之馬

基維里式（Machiavellian approach）掌控權力方式與毛澤東之相似

性。而江澤民本身亦瞭解領導中心之重要性，毛澤東為中共第一代領

導核心，鄧小平為第二代領導核心，故其不斷勸戒中共幹部不論任何

情形應擁護黨之領導核心。
219
然而中共持續進行經濟改革開放，經濟

結構轉變與外向形經濟之塑建，已對大陸內部政經生態產生衝擊，相

對使政治與社會皆出現變化。政治面部分，具體表現為中央控制力旁

落，立法對行政部門制衡，與人民參政意願逐漸升高。 

市場結構不僅促使政治環境出現變化，亦促使社會階層分化。一

九七九年以前，大陸為一共貧社會，除少數特權階級外，一般人收入

相當有限。社會地位係按政治關係區分，非按財產所得劃分。改革二

十多年後，由於個體經濟，私營企業及三資企業蓬勃發展，所得分配

懸殊，財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發生新分化。據大陸社會學家近年調

查，已擁有金融資產（儲蓄存款，有價證券，現金）為區分標準，已

演化初五個階層，即貧困型、溫飽型、小康型、富裕型和富豪型。
220

貧困型家庭，指年收入在五０００元（人民幣，下同）以下，金

融資產僅有三０００元左右，佔總戶數 4％。屬此類家庭者包括經營

狀況不佳之企業職工家庭，停產或半停產之待業職工，部分離退休職

家庭。 

溫飽型家庭，主要由中小城市普通居民和沒有額外收入工薪階層

組成。平均家庭年收入五０００─一００００元之間，金融資產平均

                                                 
218 吳安家，中共意識型態的變遷與持續，頁 562-564。 
219 Willy Wo-Lap Lam, The Era of Jiang Zemin,N.Y. Prentice Hall , 1999, p.16. 
220 以下家庭類型參鄭竹圍，大陸經濟改革與社會變遷，台北：聯經出版社，二 000 年四月初版，

頁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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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０００元，此類家庭約佔總數 34％。 

小康型家庭，包括大中城市，沿海城市之大部分居民，家庭年收

入在一萬至三萬元之間，金融資產約二、八萬元，佔家庭總數達 55

％。 

富裕型家庭年收入三萬-十萬元，每戶擁有金融資產約八、七萬

元，主要由外資企業之中方高級管理人員、個體戶、出租車主、律師

等專業人員組成，約佔家庭總戶數 6%。 

富豪型家庭指每年收入十萬元以上，金融資產平均約二八萬元。

主要是民間企業主、合資企業老闆，部分股份制企業負責人及少數以

權謀私者組成，約佔總數 1%。 

目前大陸年收入超過三萬元（即所謂富裕型）家庭已有四四０萬

戶，年超過十萬元家庭已逾一００萬戶，而據統計，大陸擁有百萬人

民幣資產者已逾三００萬人。此數字以說明大陸經改後已孕育相當程

度之由私營企業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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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之中產階級。 

而就私營企業主（nouveau bourgeoisie），截至二０００年底為

止，私營企業已達一百七十六萬家，登錄資金已達一兆三千三百億人

民幣，私營企業出資者為三百九十五萬人，僱用人數高達二、０一一

萬人。
221
其次為「白領階層」之白領階級，此階級即經理／科技人員

階層。此族群擁有「三高一低」特徵：高學歷、高收入、高職位、較

低的年齡分布（二十至四十九歲）。此族群從別的角度來看，亦可視

為「網民」。中國網路使用人數急遽攀升，截至二００一年底為止，

已達三、三七０萬人。另依據陸學藝帶領之中國社會學研究人員小

組，提出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在一九九九年，中國社

會階層結構中，國家與社會管理者階層、經理人員階層（大中型企業

管理人員）、私營企業主階層（私營企業家）、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

事人員階層（黨政一般公務員）、個體工商戶階層（個人經營者）、商

                                                 
221 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 00 二年一月，頁 17。 

 93



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從事商業、服務業之工作人員）等資產階級已佔

社會結構之 30.33％，如涵括產業工人階層，則達 52.93％。
222
足見

資產階級已於大陸社會階層扮演多數及關鍵影響地位。 

中共一九九七年推展西部大開發，深化農村經濟改革，並期望在

二０００年底初步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之改革目標可謂基

本實現，在中共繼續一系列深化改革與建設措施過程，可明顯發現，

中共已逐漸淡化或未突顯意識型態問題，對資產階級可說已驀然接

受。 

 

 

 

第二節 「三個代表」開放資本家入黨 
 

 

本節為探究江澤民開放資本家加入共產黨之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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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對資產階級定位之原因。 

二０００年二月，江澤民在廣東省高州廣州等地調查時，首次提

出「三個代表」思想，渠表示「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社會先進生

產力之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之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之根本

利益之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利於不敗之地…」，意即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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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三個代表」同馬克思列寧

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理論一派相承。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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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私營企業主、民營企業創業人員、

                                                 
222 小林熙直編，蕭秋梅譯，中國經濟的危機，經濟新潮社，二 00 三年十一月初版，頁 152-153。 
223 宋海慶，論三個代表的形成過程，廣西人民出版社，二 00 三年三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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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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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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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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二００四年召開全國人大通過修憲，將

三個代表納入中共憲法，也使得資本家在中共憲法中取得合法的歷史

地位。三個代表可說是中共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其發展中的市場

經濟結合，將過去中共老的「三個代表」─馬列主義、共產主義和革

命無產階級，由新「三個代表」取代，取而代之的是「工人階級領導

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力、先進文化、廣大人

民利益的全民利益」的全民政黨，將中共涵蓋階層面重新定義。另江

澤民以「不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為名，提出應

爭取私營企業主入黨（意即本文所指之資產階級），吸納新的社會富

裕階層擴大黨的社會基礎等做法，
226
意圖擴增中共權力基礎，惟此將

否使中共本質出現變化亦待觀察。 

為何中共在江澤民時期會提出「三個代表」開放資本家入黨？由

於政黨政策之產出皆有其背景因素與策略性之目的，以下試就內外環

境因素等，切分政經等重要影響層面切入研析。 

 

壹、內環境背景 
 

一、政經體制與意識形態的變革 

 

在國內環境部分，鄧小平時期，中共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進度與經

濟體制改革，雖然深入程度差異極大，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基本上尚無

                                                 
224 宋海慶，論三個代表的形成過程，頁 15。 
225 “大陸私企入黨的政經涵義”，中央日報，二 00 二年四月四日，

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l_rpt/3r/r20020404.htm。 
226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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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經濟開放相提並論，但無法否認地在中共政治史上，確實已較過

去毛澤東時期，已有明顯之開放與進步。
227

一九八七年九月趙紫陽在其向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我

們的社會是脫胎於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生產力水平遠落後於發

達之資本國家，這就決定我們必須經歷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

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工業和生產之商品化、社會化、

現代化」（這就是大陸經濟學者所說之資本主義補課）。
228
伴隨著中共

於經濟體制改革開放，隨著經濟的自由性與發展，逐漸影響民眾的思

維，縱使中共仍硬頸之堅稱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與建設，但外界仍知

其已採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接受資產階級的存在，意識形態的變化

已迥然有別於以往。 

由於毛澤東錯誤的引用階級鬥爭理論，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產生，

而造成大陸內部經濟發展幾乎停滯，農民、勞工階層等民怨漸生，使

中共意識到經濟發展對政治與民生的重要性。社會面，隨著改革開

放，經濟環境逐漸改善，社會階層已一改過去全盤皆為勞工的型態，

內外私有企業興起，私營企業主為中共改革開放以來新出現之社會階

層﹔
229
資本家明顯浮現，且掌握部分社會經濟資源，具有一定影響

力。而不少中共黨員兼營私有企業，亦為私營企業主之資本家，兼具

資產階級身分，在中共黨內逐漸成為常態。此應為促使中共領導階層

觀念的轉變因素之一。 

 

二、商業精英的崛起與自主性 

 

社會精英，包含社會各階層，舉凡：政治、社會、企業等精英，

而在社會中，精英掌控的權利與資源，隨者其掌握的資源與管理範

圍。精英理論指出，有一類菁英，即在任何團體中擁有大部分權力的

                                                 
227 高新，江澤民的權力之路，頁 10-13。 
228 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頁 50。 
229 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問題的幾點不同認識，北京黨建網，

http://www.bjdj.gov.cn/article/detail.asp?UNID=1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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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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足見一個社會控制權力主要仍

操控在少數人手裡。 

一九五六年後中共私營企業主因國有化政策，長達二十餘年中斷

發展。七 0 年代後新一代私營企業主為其他職業轉化，其來源為：
231

1. 個體工商戶和專業戶、手藝人轉化為私有企業主，這類人

在改革開放後走上個體經營道路。最後成為私有企業主之

姿產階級。 

2. 私有企業雇員或合夥者轉變為私營企業主。 

3. 由國有、集體企業經營者、管理者轉化為私營企業主。 

4. 由傳統體制疏離者轉化為私營企業主。 

5. 由農民或國有、集體單位職工轉化為私營企業主。 

6. 國有企業單位之科技人員轉化為私營企業主。 

7. 待業青年和畢業學生以開辦私營企業就業，成為私營企業

主。 

 

伴隨中共改革開放，私營企業比例的增加（就私營企業主

（nouveau bourgeoisie），截至二０００年底為止，私營企業已達一

百七十六萬家，登陸資金達一兆三千三百億人民幣，私營企業出資者

為三百九十五萬人，僱用人數高達二、０一一萬人。其次為「白領階

層」之白領階級，此階級即經理／科技人員階層。此族群擁有「三高

一低」特徵：高學歷、高收入、高職位、較低的年齡分布（二十至四

十九歲）。此族群從別的角度來看，亦可視為「網民」。中國網路使用

人數急遽攀升，截至二００一年底為止，已達三、三七０萬人。另依

據陸學藝帶領之中國社會學研究人員小組，提出之「當代中國社會階

層研究報告」，在一九九九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與社會管

                                                 
230 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頁 123。 
231 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2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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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者階層、經理人員階層（大中型企業管理人員）、私營企業主階層

（私營企業家）、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黨政一般公務

員）、個體工商戶階層（個人經營者）、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從事商

業、服務業之工作人員）等資產階級已佔社會結構之 30.33％，如涵

括產業工人階層，則達 52.93％。
232
），以及企業規模的逐步擴大，私

營企業主等之資產階級掌控的權力與影響力亦逐漸擴增。在改革開放

的情勢下，各商業精英在各領域的影響層面與自主性已逐漸擴增。中

共經濟發展促使觀念變革和文化變遷，經濟全球化在中國亦孕育一批

白領階層。
233
而事實上，這些商業精英在後毛時期，已將他們日漸龐

大之經濟自治轉變成對政治改革之壓力，使商業精英與中共中央或地

方之互動出現新形勢，而此新互動型態之出現，是否會產生「民主

化」，或反應為其他型態轉變之可能；何種力量促使這些新興商業經

應與國家關係出現緊張關係；
234
皆為對中共國家與社會關係注入新變

數。而這些位居社會分層金字塔上層之商業精英階層，中共以往對此

類人員具有敵意，在其歷史上視為敵對者，並未將之納入體制。 

中共向來係以全面性掌控社會脈動作為其落實社會控制的利

器，而在以往中共黨章中向來對資本家之資產階級大加韃伐，但在面

對經濟改革開放下的產物—資產階級，逐步掌控社會資源與權力，為

了能賡續對社會各層面掌控的力道，迫使中共需思考接受資產階級的

立場。民主化的發生和發展是需要精英與掌權者的合作，隨者經濟面

變革之影響，中共已逐漸預備著去面對其不願面對，但卻終究需面對

的問題，接納資本家或對中共掌控權力有正面助益，但其效果並非僅

有單面向的影響，私營企業向來以實際、靈活、利益為導向，此一現

實的體現，對中共未來政治體制亦將會有新一番影響。 

 

 

                                                 
232 小林熙直編，蕭秋梅譯，中國經濟的危機，經濟新潮社，二 00 三年十一月初版，頁 152-153。 
233 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中央編譯社，一九九八年十一月一版，頁 221。 
234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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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952-1999 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之演變 

單位：％ 

年份

層別 

1952 1978 1988 1991 1999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國家與社會管理者 0.50 0.98 1.70 1.96 2.1

經理人員 0.14 0.23 0.54 0.79 1.5

私營企業主 0.18 0.00 0.02 0.01 0.6

專業技術人員 0.86 3.48 4.76 5.01 5.1

辦事人員 0.50 1.29 1.65 2.31 4.8

個體工商戶 4.08 0.03 3.12 2.19 4.2

商業服務業員工 3.13 2.15 6.35 9.25 12.0

其中：農民工 - 0.80 1.80 2.40 3.7

產業工人 6.40 19.83 22.43 22.16 22.6

其中：農民工 - 1.10 5.40 6.30 7.8

農業勞動者 84.21 67.41 55.84 53.01 44.0

其中：外來農民 - 0.00 0.10 0.20 0.1

無業失業辦失業人員 - 4.60 3.60 3.30 3.1

註：參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 00 二年一月，頁 44。 

 

 

 

貳、外環境─全球化的國際環境 

 

政治全球化自一九八九年衝破柏林圍牆，冷戰結束和鐵幕消失開

始。
235
蘇聯共黨政權的瓦解，東歐共黨拋棄無產階級政黨目標，南斯

拉夫之南共聯盟解體，
236
使得在全球中的共黨國家數量與影響力下

滑，中共面臨前所未有的政治孤立環境。 

 

                                                 
235 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中央編譯社，一九九八年十一月一版，頁 68。 
236 宋海慶，論三個代表之形成過程，廣西人民出版社，二 00 三年三月，頁 58-62。 

 99



八０年代後期，世界經濟全球化日趨明顯。
237
新科技革命提高生

產，生產力進一步發展加速全球範圍之資金流動，擴大國際市場，促

使各國經濟更加開放，走向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的潮流，全球性貿易

往來、資金流動和技術革命，促使全球經濟相互依存，相互依賴。世

界貿易組織的成立，使得中共必須面對迅速變化的國際政經環境。網

際網路風行，突顯精密高科技傳輸技術精進，連帶牽動地球村距離縮

減，世界各國已無法像以往自行鎖國，各地人與人間之接觸、言論自

由、通信自由、情感等更在虛擬建構通訊平台之普及下，獲得全面性

紓解。 

網際網路等電子傳輸系統突破以往空間限制與國界壁壘，經濟全

球化衝破國家界線，擺脫傳統國家疆域束縛。土地對經濟活動之作用

相對下降，貨幣、技術、信息等因素在經濟生活發揮越來越大作用。

一定程度改變國家主權內容。隨著跨國企業繁增，使國際經貿連結更

為緊密，原本一國獨有權力，日益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權力。各國

經濟活動越來越多遵循國際慣例和國際條約運作。各國企業將受共同

利益驅動相互結合。而經濟上問題無法避免地出現反作用於政治領域
238
。 

二００一年十二月十一日中國加入ＷＴＯ議定書生效，中國成為

世界貿易組織第一四三個成員，代表中國大陸國際貿易更加開放，與

世界經貿交流將更為緊密，向市場經濟轉化步伐更加迅速。入世是中

共改革開放之進一步延續和發展，就其影響之深刻程度言，不亞於八

０年代初之「改革開放」，故有「第二次改革開放」之稱。
239
而經濟

體制改革開展與深入，將使大陸內部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逐漸緊迫要

求，使得中共國內法律與政治制度隨之有所變革。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跨國企業觸角廣泛進入世界各國，無論其為

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甚或共產主義國家。跨國企業累積資本

                                                 
237 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中央編譯社，一九九八年十一月一版，頁 23。 
238 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頁 25-26。 
239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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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益與達成的效果，廣泛影響一國之經濟發展，對發展中國家影響

更為廣大。而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度提高，創新諸多概

念。 

在上述內外環境產生之因素，輸出成為向政治系統之需求與支

持，經過政治系統之資訊反饋與轉化，由權威者做出政策之輸出向。

以下則以上述概述為基點，深入研析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之原因。 

 

參、開放資本家入黨的原因 

 

一、政治面：技術官僚與意識形態 

 

技術官僚制度，也稱專家治國模式，指的是專家根據他們特殊知

識佔據主要政治和經濟職位來統治國家。技術官僚制度作為一統治方

式是現代社會發展的結果，其崛起主要因為現代政治體系和統治制度

變得越來越複雜，專業知識在統治過程變得越來越重要。用技術官僚

來推進國家各方面發展符合鄧小平關於政治改革思想，符合其所強調

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 

從鄧小平啟用技術官僚取代毛澤東時代錄用的具革命背景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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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技術官僚之崛起為中共「非政治化」結果，

且因技術官僚較少受意識型態對決策過程影響。
241
鄧小平鑒於「蘇聯

政革」先於「經改」錯誤經驗，確立「先行經革」增進人民生活水平，

加強經濟力量之政策，施行結果是經濟上「自律成長」與「市場經濟」

初步形成，並不斷擴大與完善，此間「技術官僚集團」發揮重要作用。 

                                                 
240 鄭永年，政治漸進主義，頁 51。 
241 鄭永年，政治漸進主義，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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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江澤民的領導核心確立，中共可說進入技術官僚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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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

資本家入黨，從權力面來說，對中共控制力的遂行，確實具有一定程

度的幫助。從權力面解析，不難理解中共一有此一期望。 

另一面，此一官僚集團逐漸形成一「官僚資產階級」，此一名詞

初由中共創立，係於一九四六年中共為醜化國民黨出版一冊子「中國

四大家族」，指稱當時中國存在一四大家族把持之官僚資產階級，為

全國人民公敵，即指蔣、宋、孔、陳。將中共作為官僚資產階級，係

因中共為一官僚集團，此集團統治中國大陸﹔次為鄧小平推行改革開

放與市場經濟，使此一集團將大部分財富集中自我手中，並積極從事

創造並累積財富之經濟活動，成為大陸資產階級興起另一突出現象。
242

鄧小平進行改革開放以後，大陸人人向前看，中共各級幹部因有

權在握，故權錢交易盛行，各部門不用錢鋪路辦不成事。權力進入市

場，使貪污受賄成為風氣。嚴重者從事「倒賣」和地下經濟活動，侵

占公共財產與私人財物。據中共「國有財產局」透露，每天流失國有

資產不下三億元。此資產大部分流落幹部袋中。部分權力部門各巧立

名目，亂「收費」、亂「罰款」、亂「攤派」，中共幹部即透過各種不

法手段先富起來，變成官僚資產階級之群眾基礎。
243

中共此一官僚集團係以高級幹部子弟即太子黨作為其代表人

物。中共對解決世代接班問題，提出建立第三梯隊，當時太子黨皆期

待列入名冊，其後中共改變政策，此類太子黨班即由追求政權轉而追

求財富，透過父兄掌握政治權力，成為港中資集團負責人。據許家屯

之香港回憶錄，較知名之太子黨有：鄧小平次子鄧質方，其為香港「中

信技術投資公司」董事，與「四方房地產開發集團」亦有關係﹔鄧小

平女婿吳建常，主掌「中國有色金屬總公司」，另在港設立控股公司

「中國有色金屬香港集團」﹔陳雲女兒陳偉力為「中創公司」董事長﹔

                                                 
242 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頁 56-57。 
243 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八十五年八月，頁 58。 

 102



王震兒子王軍，為「中信集團」總經理﹔榮毅仁兒子榮智健，為香港

「中信泰富」總經理。另過去曾擔任中共重要財經幹部者亦加入太子

黨行列。如前「人民銀行」副行長邱晴，現為「光大集團」董事長。

前「國家外匯局」局長唐賡堯，任「光大集團」副董事長兼「光大銀

行」行長。由上述進一部分析，中共此一太子黨已結成一集團，成為

大陸官僚資產階級代表，在經濟上與中共以公有制名義所控制之龐大

國家之財富緊密結合，雖在政治尚未正式進入權力核心，卻與權力核

心保持血肉相連之關係。
244

中共太子黨僅為中共官僚集團之代表，僅為冰山一角，在中共幹

部階級貪腐情形極為嚴重。此即因中共改革開放後，在資產階級自由

化思潮之衝擊下，逐漸喪失意識型態上之主導權，此節吾人可從中共

不斷進行對其軍隊控制之政治思想工作，觀出其憂心對是否牢固掌控

維繫其政權之槍桿子之端倪：一九八七年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關於新

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指出高度重視和不斷加強，改進思想政

治工作，在改革、開放、搞活的新形勢下，要順利貫徹實施改革開放

政策，使國民經濟持續，離不開強有力之思想政治工作。同年二月，

共軍總政治部印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教育要

點」，展開全軍教育，提高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能力，企圖從政治上、

思想層面保證中共黨對軍隊之絕對領導。
245
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不免

有吸收入體系企圖以體制內意識型態控制之意圖。 

 

二、經濟結構改變 

 

一九七八年改革開放後迄二 00 四年已有二十六年的時間，此期

間中共的經濟社會結構已隨者經濟逐漸自由化而產生變化。從中國大

陸改革開放過程來看，經濟成長最快速地區為農村地區之鄉鎮企業和

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中外合資合作企業為中國大陸改革

                                                 
244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頁 58-59 
245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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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以來經濟成長之主力。
246

個體戶到私有財產制已為檯面上所能接受，政治意識於社會群眾

重要性之序位已由經濟發展與個人利益所得所取代。社會中的精英與

成員普遍性的已逐漸成為資本家的一份子，中共已無法堅持過去無產

階級為標準，來作為接納精英的標準，因此一作為將限縮其控制精英

的範圍，也使中共的發展面臨困境。 

以中共進行經濟改革迄今之中介時間，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二年，

基本確立對市場取向改革之目標及其框架。
247
一九九二年大陸私營企

業戶增加 20.8%，從業人員增加 26%，資金增加 79.8%。一九九三年

大陸私營商業已發展至 21 萬戶，較一九九二年同期增長 70%，從業

人口 330 萬，較一九九二年增加 62%。而此類私營工商業主、從業人

員、投資者等概稱資本家，足見中共進行經改後十餘年，資本家擴增

成長比率之迅速。
248
而至一九九九年大陸鄉鎮企業逾二千三百萬戶，

私營企業逾十八萬四千戶，從業人員逾一億零五百萬人﹔三資企業逾

十七萬戶，中外合資和中外合作企業逾十三萬戶，外商獨資企業逾三

萬四千戶。而在個體戶部分，截至一九九九年底，城鄉個體工商戶共

計三一六０萬餘戶，從業人員達到六二四０萬餘人。私營企業主截至

二０００年底，計約一七六萬餘戶，從業人員為二０一一萬人。
249
截

至二０００年底，中共可說部分達成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

進其所謂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 

中共在採取經濟改革開放策略後，打破過取以往國家社會養育國

民的體制後，引入的市場自由化體制，使得民眾需自立更生，而此一

變化，對擁有十二億人口的中共來說，是否有足夠的就業機會提供民

眾工作，對中共政權來說，是一大壓力。而跨國企業與跨國資本家在

發展中投資開發，往往金額甚大，所造就出來的工作機會更非一般中

小企業所能比擬，此一壓力，也使得中共需面對時代潮流推動環境改

                                                 
246 李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北楊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九年八月，頁 131 
247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頁 27。 
248 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頁 50-51。 
249 閻志民，中國現階段階級階層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二 00 二年四月一版，頁 28。 

 104



變。 

隨著改革開放與中共的扶植國內企業體，中共境內亦造就出財經

實力足與資本主義國家中跨國企業相較之本土性跨國企業，相同的，

中共面對權力的掌控與穩定社會經濟發展的壓力下，對這類資本家的

掌握，成為中共必須面對的實際問題。 

隨其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經濟結構調整，為使中共適應國

內經濟發展之結構性變化，故中共面對其未來的發展，中共開放資本

家入黨不難理解，中共黨的本身亦已接納此一現實，接受資產階級。 

 

三、擴增中共統治權與正當性 

 

中共自建黨以來，當權者不論其願意與否，都必須為其政策路

線尋求一套理論的支援，從而確立其政治權力的合法性
250
。雖然中共

學者對於中共領導層於此階段提出開放措施，係總結歷史經驗，促進

解決領導幹部黨性黨風方面存在之問題，克服黨內政治生活之庸俗習

氣，發展積極健康之思想鬥爭。
251

中國大陸一較高收入階級已出現，從人員構成觀之，主要包括：

專業戶、城鄉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企業租賃承包者、部分文藝人士、

經濟人、從事第三職業者、部分民辦公司負責人與雇員、涉外企業部

分中方員工。此類人之收入水平遠高於全大陸社會平均水平，年收入

少者幾萬元，多則上十、百萬元。一九九三年大陸年收入萬元以上高

收入戶逾五百多萬戶，佔全大陸總戶數２％，其中百萬富翁逾五千餘

戶，千萬富翁已逾二百餘戶，在當時大陸地區已形成頗具規模之資產

階級隊伍。
252

 

                                                 
250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486。 
251 宋海慶，論三個代表之形成過程，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 年 3 月，頁 67-68。 
252 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 85 年 8 月 2 版，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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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私營企業發展與私營企業主人數成長，與此有關之社會組織

隨之發展成長。此類組織包括工商聯、私營企業家協會、個體勞動者

協會、企業家聯誼會、同業公會等。許多私營企業家等資產階級參加

上述組織。在大陸社會逐漸形成一定影響力，資產階級在各地區或局

部性社會影響力已不可忽視，且有逐漸增強之趨勢。
253

然而中共以往為限縮黨員純淨性，僅以農、工等無產階級為黨

員，然在上述黨內外之經營私營企業之資產階級漸增，對以往黨員僅

限縮無產階級之中共，形成一定程度壓力，而在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

後，可較坦然地面對過去曾對中共威權性控制的指責與一部分統治缺

乏正當性的緋議，資本家的入黨將使中共的成員增加社會各階層的進

入，對其合理化的解釋中共政權的代表性與正當性，將增加說服力。

新精英的錄用提高中共政黨在普通人民中間的合法性。 

 

四、合理化經商黨員之理論地位 

 

為何說中共將資本家開放入黨寫進黨章與憲法是給予其黨員在

理論上合理和正當的地位呢？吾人可從第二章至第三章之論述瞭解

中共過去在打擊異己勢力，或主政者欲對付之派系時，在鎖定打擊對

象後，往往在中共內部馬列共黨理論的論述上，褵織資產階級份子、

走資派、反革命份子等帽子，扣住被批鬥之一方，如林彪、鄧小平、

四人幫遭鬥爭時，皆遭到掌權者在理論上定罪。 

鄧小平在一九八四年十二月進行整黨整風作為時，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要求各級黨

政領導機關堅持政企職責分開、官商分離的原則，不允許中共黨政官

員違反中共黨和國家規定從事經營商業，興辦企業，謀取私利。同年

十二月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發出「關於堅決糾正新形勢下出現的

不正之風」的通知，列舉中共在深化改革過程中出現新不正之風，如：

                                                 
253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283-287。 

 106



機關人員和企業經營單位鑽營改革縫隙，以權謀私﹔成立公司，買空

賣空等，前述「通知」指此弊端危害中共黨之形象，妨礙經濟體制改

革之進行。一九八五年中共內仍有不少黨政機關領導幹部子女、配偶

從事商業活動，利用自己特殊深和社會關係，參與採購國家緊缺物

資，進行非法倒買倒賣活動，引起群眾不滿。致使中共中央發出「關

於禁止領導幹部子女、配偶經商的決定」，要求所有幹部子女不得憑

藉家庭關係和影響，利用牌價議價差，牟取暴利。另中共亦下達「關

於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未能止住中共內部

不正之風﹔一九八六年二月之「關於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 

經商、辦企業的規定」，復重申黨政機關一律不准經商、辦企業，黨

政機關幹部、職工，包括退居二線幹部，不准在各類企業中擔任職務﹔

領導幹部子女、配偶，在黨政機關及所屬單位工作者，亦不准離職經

商、辦企業。惟迄一九八七年中共整黨風結束，黨內不正之風仍無法

斷絕，反日益惡化。
254
從上述中共自改革開放政策後，不斷發布禁止

幹部、幹部子女或職工等從事經營謀取私利之商業活動，可見中共自

進行改革開放後，直迄江澤民時期，中共黨內幹部、及幹部子女等從

事經營牟利事業，無法阻絕﹔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在江澤民任內成立大

陸第一家半導體公司中芯宏力，即透過其父親權位與人脈，建立其經

營事業，可見一般。 

而從目前大陸各地致力經濟發展，以招商引資成效等經濟發展具

體成果論成敗，使得中共各地黨政官員無不戮力，而在過去共產制度

遺留制度及黨政控制國有企業等之影響，形成不少共產黨員兼任國營

企業或私營企業之職位。茲列舉較為人所知企業與共產黨員間關係如

下。 

如大陸地區水泥業最大及第一品牌為「海螺牌」，經營該品牌者

係大陸安徽海螺集團，係由原國有獨資公司變更為國有控股有限責任

公司，保持國有控股地位，安徽省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安徽省省

                                                 
254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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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國有資產出資人，為海螺集團第一大股東和控股股東；該集團董事

長為現任人大代表，以依據香港交易所資料該公司國有股份為 62248

萬股，境外流通股數為 36100 萬股。大陸中芯半導體亦為類似情形。 

上述企業經營者皆為共產黨員，倘中共未將開放資本家入黨正式

列入黨章與入憲，則若其欲有心一方企圖以違反中共依循之馬列理

論、毛澤東思想等，循中共以往歷史鬥爭模式，冠之以資產階級等「惡

名」，造成新一波權力鬥爭，不難想像將在中共內部形成其致力穩定

內外形勢，發展小康經濟之阻礙。 

 

 

第三節 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制度面作為 
 

本節則論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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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開放資本家入黨 

 

二００二年十一月召開「十六大」，主題為：「高舉鄧小平理論偉

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來，與時俱進，全面建

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

業新局面而奮鬥。」。
255
此次會議確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之奮鬥目標，

並提出建成完善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更具活力、更加開放之經

濟體系新任務。
256
亦確立江澤民在二０００年提出之「三個代表」（中

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力之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之前進

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之根本利益）思想指導地位，揭示中共全面建

設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將民營科技企業創業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

企業之管理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

                                                 
255宋海慶，論三個代表之形成過程，廣西人民出版社，二 00 三年三月，頁 98-99。 
256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頁 27。 

 108



由職業人員等六類新社會階層（以往中共歸類為資本家之資產階

級），同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並稱將保護一切合法收入

後，預示中共將循例依照黨章修改要點相對應修憲。
257
本次大會將「三

個代表」同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一起確立為黨

之指導思想。 

 

貳、「三個代表」入憲─資產階級取得法理地位 

 

中共建政以來已有「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八

二憲法」等四部憲法。由於認為憲法需能「與時俱進」反映國家指導

思想、發展目標和具體政策，故改革開放後在八二憲法後進行三次修

憲，而每次黨代會後根據會議所提新理論、路線、方針、政策修憲亦

已形成「慣例」。中共「十六大」確立「三個代表」思想、提出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及經濟、政治改革等方針後，即已預是隨後將配套

修憲。胡錦濤二００二年十二月在「八二憲法」公佈實施二十週年大

會談話表示「需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要求，及時對憲法進行

必要修正和補充，使能反映時代要求」，意即暗喻將依據「十六大」

精神對憲法進行適當修改。
258
隨後中共於二００四年三月人大會議中

修改憲法，將「三個代表」入憲，即將開放資產階級於大陸全境之法

理地位，並將保障私人財產也納入憲法。 

然而中共憲法與前蘇聯憲法同屬社會主義類型，在一黨專政體制

下，憲法被視為黨的綱領、路線、方針、政策之體現，而此類型憲法

內容除包括憲政主義類型憲法之公民權利義務、國家制度外，亦將經

濟體制、政治制度與意識型態那入（主要體現在序言和總綱），後者

因常隨情勢發展而變化，是以中共憲法即需不斷進行修改，如對「八

二憲法」修改，極為有關指導思想、目標任務、經濟政策方面內容，

此次亦同。中共雖要求突出憲法權威和穩定性，強調「依法治國」，

                                                 
257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頁 11。 
258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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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黨的領導下依照黨章頻繁修憲，使憲法高度政治化，實難體現其

作為國家根本大法之絕對權威性。再者，憲法規定之公民權利如言

論、出版、集會、結社、遊行等自由難獲保障，加上行政法規、地方

性法規或行政執法等違憲事例層出不窮，更使憲法形同虛設。故中共

近期不僅呼籲成立違憲審查機制呼聲四起，要求落實憲政甚至主張暫

緩修憲、對憲法進行總體評估者不乏其人。顯現胡錦濤突出憲法重要

性後，大陸內部已有愈來愈多專家學者體認現行憲法在實施過程中面

臨難題，亟思變革。然在現階段中共以穩定為前提之漸進式改革戰略

下，仍無法列入改革議程。
259

 

 

 

第四節 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轉變與政權影響 
 

本節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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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權力政治之影響 

 

吾人應皆認同政治之本質為權力。Herbert Goldhamer和Edward A. 

Shils認為權力是「一個人只要能照自己意思去影響別人行為，可說

就是有權力」。另就權力之行為性定義，指政治行動者照自己意思影

響他人行為之一種行為。對權力為一直觀定義「能使別人調整行為之

行動和反應」，此定義仍有未竟，故論者有以分類架構論述，主張權

力有武力、支配、操縱三種主要類型。
260
而政黨是一種政治性團體，

                                                 
259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頁 9。 
260 朱堅章主譯，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五年二版，頁 3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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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推行某種特殊政策為目的，而以爭取政治地位為手段。
261

中共經濟改革是從舊的計畫經亦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市場經濟

的運作要求一套有效的法制來調節各個經濟角色間的關係。中共經濟

改革主要課題之一為容許和鼓勵發展非國有企業，而非國有企業之增

加，意味政府不能沿用過去管理計畫經濟之管理辦法。而中共老一備

領導人的統治合法性來自於革命，但是對新的領導人來說，並無法適

用。
262
故新一代的領導人可藉由納入新興勢力團體來鞏固或加強其自

身的權力。此一新興勢力團體可能為之前受利於當權者，或當權者承

諾未來或可能提供之利益分配，促使政商間權力結合，各謀其利。 

在鄧小平擔任中共第二代領導核心時，倡導經濟體制改革，及政

治體制方面之組織制度改革─幹部年輕化、取消終身制等。
263
中共自

鄧小平開啟改革之路時，即逐步碰觸權力與利益難解之處。而此亦為

中共後續領導階層持續深化經濟改革與發展，皆會面臨之問題。在中

央控制或完全政治性的經濟體，政府指定的經濟官員取代私有部門的

經理人。這樣的過程使更多人可以加入尋租的行列。在這樣的系統

中，被指定的官員的第一要務就是維持高層的寵愛，而向高層賄絡，

而期望從下層的賄絡回收。因此，市場導向的改革，比如裁撤國有部

門，過程需要替代因素或政策手段，使被裁撤政府部門中的冗員順

服。因為中共進行改革的過程將減少尋租的機會，受影響最大的利益

團體將強烈的反抗改革。
264
中共為避免此反抗力道更期透過接納資本

家以抗衡黨內此類因經改利益受影響者。 

權力政治面研析之，在政治權力上，中共將可結合資本家之企業

精英，擴展其控制力，擴大其黨派意識之社會基礎，而藉由資本家的

加入將結合中共政黨與金錢之間的關係為強有力的聯繫。對中共落實

有效統治的控管，將有利其鞏固權力政治。 

                                                 
261 鄒文海，政治學，台北：三民出版社，民國八十五年二月二十四版，頁 223。 
262 鄒文海，政治學，頁 114。 
263 高新，江澤民的權力之路，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 年 8 月，頁 54。 
264 Frank D. Tinari and Danny Kin-Kong Lam, “China's Resistance to Economic Reforms”,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vol.9, no.3, July 1991, p.p.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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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控制的影響 

 

一、農村勞動力逐漸轉移 

 

中共「國家統計局」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數據顯示，目前全大陸

遷移人口超過一‧二五億人，五二％為農村到城市之移民﹔在跨省遷

移人口中，七八％為農村到城市之移民。近年來，中國農民階層規模

明顯縮小，純粹農業勞動者和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民勞動者在總勞動力

中所佔比例，從一九七八年之七０％以上，減少至一九九九年４４

％。而二００一年農村勞動力外出比例，連續兩年增長後，持續增長

２.４％，達到２３.３％。
265
此顯示出，農村勞動力移轉之規模和速

度都在加大。農村勞動力大規模進入城市之非國有經濟部門和國有企

業中之低級崗位就業，這些遷移勞動者以其便於管理、勞動者價格低

廉等優勢形成對城市勞動力之競爭。農民社群向城市之遷移，意味著

未來將可能有更多農民進入勞動階級，藉著勞力獲取私有財產，進而

逐步發展到小資產階級，此發展可能性將逐步增加，增加農民自主

性。使得中共以往從革命時期掌控農民之優勢出現變化。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陸以富農為代表之社會力逐漸抬頭，農民擁

有和地方幹部進行策略性經濟交換能力，加上改革開放後農村之去集

體化，農村之經濟權力從地方幹部轉移至農民。此意味著以往中共國

家機器力量影響權力大之情境不再，國家機器力量從經濟層面撤退，

其後果將導致國家機器在農村政治力量之撤退。
266

 

二、精英社群形成與控制 

 

中共自毛澤東開始，即受民粹主義（populism）觀念之影響，相

                                                 
265 陸學藝主編，二００二年：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年 1 月初

版，頁 253。 
266 李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北：楊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8 月，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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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人民群眾力量可跨越客觀歷史條件之限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此

種民粹主義更使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以前，就形成以農民為取向之農民

民粹主義。而從此立場出發，毛澤東形成和列寧國際派不同之革命和

軍事觀點，在列寧主義影響之革命和軍事觀點有幾個特點：其一為以

城市為中心﹔其二為以工人階級為革命主體力量，農民雖可參與革

命，但與工人之間是從屬關係，不允許農民成為革命之力量主體，或

具備和工人同等地位﹔其三為堅持以無產階級作為意識型態建構之

核心範疇。惟毛澤東從農民民粹主義出發形成的觀點，與列寧主義以

及受其影響之國際派不同，其特點如次：一是反對以城市作為革命中

心，強調農村包圍城市﹔其二是突顯農民在革命中之角色，並不把農

民視為從屬於工人之下之範疇。
267
中共自渠開始，即相當重視群眾力

量之重要性，但不允許由於重視群眾力量而變成無政府主義，群眾路

線不能完全擺脫制度之制約而無線上綱發展運作﹔此可從文革時

期，紅衛兵運動表現毛澤東群眾路線，但當不同紅衛兵派系鬥爭接近

無政府狀態時，毛澤東即毫不猶豫地動用軍隊予以恢復秩序。
268
一九

八九年天安門事件亦或可稱之為一例。 

而在當中共全面進行經濟建設，對外開放策略，中共內部民眾社

群出現變化，不再如傳統農民社群獨大，隨之而起為逐漸形成增加之

民營科技企業創業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之管理技術人員、個

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此六類在

社會群體逐漸龐大，甚至出現精英領袖在各群體中具影響力。且現存

資料顯示，私營企業主等資本家在政治經濟之意識形態上已與外商部

門企業經理人相似。
269
隨著私營企業發展與私營企業主人數成長，與

此有關之社會組織隨之發展成長。此類組織包括工商聯、私營企業家

協會、個體勞動者協會、企業家聯誼會、同業公會等。許多私營企業

家等資產階級參加上述組織。在大陸社會逐漸形成一定影響力，資產

                                                 
267 李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8 月，頁 8-9。 
268 李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8 月，頁 10-11。 
269 Pearson, 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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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在各地區或局部性社會影響力已不可忽視，且有逐漸增強之趨

勢。在私營企業主掌握資源比重高之地區，其影響力較強大，此類資

產階級影響動機、方式，使得其影響能量超過資產階級在總人口之比

例。
270

中共重視群眾路線，面對逐漸蓬勃發展之群體，將之納入組織

中，以便透過組織影響力與思想操控教育，掌控對其之支配力。 

具體言之，在傳統意識形態基礎的消失，經濟自由化所形成的社

會階層結構，資本家因掌控經濟資源，對所擁有經濟團體內之成員，

握有一定程度的權力。中共為遂行由上而下的統治，因已缺乏如過去

般意識形態的工具，故轉而透過控制各經濟體頂端主體，藉由掌控社

會精英社群，達到控制力延伸的目的。然而私營企業主、商業精英等

因經濟改革開放從國家獲得相對明顯之結構自治程度。而此也顯示為

何此類私營企業主、商業精英等資本家對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持具市

場化，且大部分反對現行體制與反共產黨。
271
簡言之，此類人員具強

烈市場導向且在意識形態上呈現某種型態之自主性。
272
故中共開放資

本家入黨如建立於寄望對其改變意識形態，可能性極低。如中共試圖

透過權力利益關係建構，以利益誘因誘使其歸納為中共控制所用則須

視其所提供誘因與利益共享層面是否對資本家構成足夠誘因。 

 

參、經濟發展對文化與政治改革之影響 

 

本文對於中共之「政治改革」之定義為：「中國大陸在面臨快速

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變遷之際，無論是由國家、由社會團體、或由

個人發起，對其國家、社會、經濟三者間所形成的公共秩序與權威性

分配之規範，及其相關之各種制度性安排，所作出改變現狀性質之想

                                                 
270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283-289 
271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p.4. 
272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p.p.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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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措施」。
273

 

過去二十多年間，中國實行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從封閉走向開

放，並逐步擴大開放之廣度和深度，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

球化進程之主動參與者。世界銀行認為中國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數

幾個大贏家之一。中國國際貿易規模從過去二十二年擴大約二十二

倍，世界排名從開放之初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目前第九位，年均利用外

商直接投資從二十世紀八０年代初不到二十億美元，上升到現在四０

０億美元左右，從一九九三年以來一直是僅次美國之世界第二大外商

投資東道國，如今累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已達三五００億美元。中國

經濟國際化程度大大提高，透過積極參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吸收外國

投資與擴大國際貿易，有力地促進大陸內部產業結構升級，創造大量

就業機會，推動中共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國民經濟運行效率。
274

而經濟快速發展使得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保障對現代化建設

壓力等，使中共正視需進行一定程度自身改革，方能應付經濟持續發

展與環境之改變，故其確立依法治國，依法行政之等基本方略，並逐

步深入政府機構改革。一九九八年以來，從國務院到地方政府，開始

政府機構改革。此改革強調政府職能轉變，實行政企分開﹔依照精簡

高校，權責一致之原則，大幅度調整與精簡機構和人員編制﹔重點加

強綜合經濟部門和執法監管部門，精簡撤併專業經濟部門，調整社會

管理部門。機構改革後，中共國務院部門精簡四分之一。
275

從本節所定義之政治改革，中國大陸在面臨快速的經濟發展與社

會結構變遷之際，已對其國家、社會、經濟三者間所形成的公共秩序

與權威性分配之規範，及其相關之各種制度性安排，所作出改變現狀

性質之想法與措施予以檢視，中共政治改革已始自鄧小平開啟中共走

向改革開放之門。雖然中共政治改革開始時並非以民主化為目標，而

                                                 
273徐斯儉，中國大陸政治改革的爭議：一個文獻的回顧，中國大陸研究，第四十七卷第一期，民

國九十三年一至三月，頁 2。 
274王梵奎，經濟全球化與政府的作用，人民出版社，2001 年 12 月 1 版，頁 203。 
275王梵奎，經濟全球化與政府的作用，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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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經濟改革提供一政治上動力和保證。正如鄧小平在八十年代所強

調的，如果中國政治不進行改革，那政治就會成為經濟改革之阻力，

且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成果也不能得到保護。從此意義看，

政治改革不應只是經濟改革之結果，而應該是經濟改革之一前提條

件。
276
政治改革為對國家統治機器之重組，故對中共對其國家機構（國

務院）之改革視為政治改革。
277

十一屆三中全會揭示之原則，被認為是一九八０年代以來中共從

事政治改革之分水嶺，但鄧小平在一九八０年有關「黨和國家領導制

度改革」講話，一般認為是政治體制改革具體提上日程之開始。自此

以後，大陸方面提出民主化要求、行政革新及為經濟改革服務等三方

面政治體制改革內容。而政治體制改革以官僚體系改革為對象，因應

經濟改革需要目的，重視制度與效率，不涉民主。另鄧小平在一九八

六年九月提出政治改革要有一藍圖，並給予此藍圖三個內容，分別為

黨政分開、權力下放和精簡機構。
278
鄧小平進行改革，顯現影響中共

意識變遷之另一因素─中共領導人之覺悟。毛澤東死後，中共領導人

先後派政府官員訪問東歐國家如南斯拉夫和羅馬尼亞，資本主義國家

如美國和日本等。此訪問目的在於，一面吸取東歐國家之經驗作為改

革參考，一面求取西方技術、資金和管理經驗。中共領導人做法與明

治維新時代「求知識於世界」做法相類似。由於中共領導者之覺悟，

中共方能推動各項政治、經濟之改革。惟中共仍堅持任何改革不能動

搖中共之意識型態，仍不容許任何一足以動搖中共意識型態信仰體系

存在。
279

經濟發展亦影響未來中共持續發展，然而對中共走向持續現代化

言，除卻前述政黨權術，組織結構等體制阻礙，另一對中共未來發展

主要阻礙之原因應為─傳統，中共目前最根本原因一為：權力太集

中，當然此與中國人傳統行為習慣有關。權力過分集中是中國一切問

                                                 
276鄭永年，政治漸進主義，台北：吉虹資訊公司，民國 89 年 2 月，頁 24。 
277鄭永年，政治漸進主義，頁 25。 
278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9 年 3 月初版，頁 107-112。 
279吳安家，中共意識型態的變遷與持續，國史館，2004 年 1 月初版，頁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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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根源，其不僅妨礙經濟發展，且妨礙科學，教育，藝術及各種文

化事業。中共在經濟上已開始放權，但在科學，教育，文藝，思想等

領域方面仍開放不足。
280
經濟改革已逐漸影響社會層面之科學、教

育、藝文思想領域等層面逐步更加開放。 

尤以本文所述之私營企業主、外商經營從業人員等資本家，這類

人員在政治經濟理念方面強烈的受其與外商或企業經理人之經驗，或

其在國外經驗等影響。而其於政治經濟面之觀點非常多樣，且較官方

統治階層觀點更為自由化。然而其少數組成份子更可說真為「民主化

推手」(democratizers)。
281
雖然大陸新興商業精英等資本家，已在

結構性和意識形態異於當權者，且其具足夠凝聚性（cohesiveness），

然而，目前仍尚未有足夠證據證明其正扮演獨立階層試圖影響政府政

策。 

雖然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的策略存有權力的思維，誠如大陸私營

企業家所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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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另有論者以為中共十

六大建立的新秩序開放資本家入黨就是官商勾結。以前還有限制，當

共產黨員不能賺錢，不能追求利潤。那種制度當然也不好，但是至少

還有些限制（但現在到中國去，所有的省委第一書記都是抓大項目

的，都是抓賺錢的事情）。
283
縱使中共意圖透過納入體制內予以改變

與吸納資本家，此類資本家擁有經濟上充分自治結構與自主性，且深

受其對外接觸之國外經驗影響，不易輕易即受中共全盤吸納與改造。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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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中共未拿出真正

                                                 
280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年，頁 47-48 
281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88。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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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楊小凱：不學“好資本主義”中共遲早會垮，大紀元專報，

http://www.usenet.com/newsgroups/talk.politics.china/msg01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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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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亦可能加深其原本已近乎動搖國

本之貪腐問題，對其未來政權統治增添負面變數。 

 

 

 

第五節 小結 

 

一九九六年鄧小平病故後，在鄧後時期，江澤民在經濟層面仍然

繼續著鄧小平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既定方針，但把鄧小平的「快中

求穩」策略，改為「穩中求快」。基本上主要仍延續鄧小平的路線，

在資產階級部分亦如是。而此時中國大陸政經情勢與社會結構已然出

現變化，改革開放後出現之市場結構不僅促使政治環境出現變化，亦

促使社會階層分化。改革二十多年後，由於個體經濟，私營企業及三

資企業蓬勃發展，所得分配懸殊，財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發生新分

化。 

在一九九九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與社會管理者階層、

經理人員階層（大中型企業管理人員）、私營企業主階層（私營企業

家）、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黨政一般公務員）、個體工

商戶階層（個人經營者）、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從事商業、服務業

之工作人員）等資產階級已佔社會結構之 30.33％，如涵括產業工人

階層，則達 52.93％。
285
足見資產階級已於大陸社會階層扮演多數及

關鍵影響地位。而截至二０００年底為止，私營企業已達一百七十六

萬家，登錄資金已達一兆三千三百億人民幣，私營企業出資者為三百

                                                 
284 「江澤民之後 中共誰當家？」，中時電子報，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china16/deepth.htm 
285 小林熙直編，蕭秋梅譯，中國經濟的危機，經濟新潮社，二 00 三年十一月初版，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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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萬人，僱用人數高達二、０一一萬人。
286
其次為「白領階層」

之白領階級，此階級即經理／科技人員階層。此族群擁有「三高一低」

特徵：高學歷、高收入、高職位、較低的年齡分布（二十至四十九歲）。 

中共在面臨自其建立以來，社會階層如此巨大變革，在為鞏固中

共執政領導權及攏落各階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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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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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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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進而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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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二００四年召開全國人大通

過修憲，將三個代表納入中共憲法，也使得資產階級在中共憲法中取

得合法的歷史地位。 

為何中共出現如此劇烈之開放政策，經研析中共在統治執政所面

臨之內外環境可理解。在內環境部分，中共面臨內部政經體制與意識

形態之變革，改革開放取代過去無產階級專制，經濟環境改善，私有

企業興起，使得私營企業主出現新社會階層，更掌握一定程度社會經

濟資源，掌控一定影響力。而不少中共黨員兼營私有企業，亦為私營

企業主之資本家，兼具資產階級身分，在中共黨內逐漸成為常態。此

應為促使中共領導階層觀念的轉變因素之一。 

商業精英崛起與自主性亦為影響因素之一。隨著私營企業規模的

逐步擴大，私營企業主等之資產階級掌控的權力與影響力亦逐漸擴

增。在改革開放的情勢下，各商業精英在各領域的影響層面與自主性

已逐漸擴增。中共經濟發展促使觀念變革和文化變遷，經濟全球化在

                                                 
286 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 00 二年一月，頁 17。 
287 宋海慶，論三個代表的形成過程，頁 15。 
288 “大陸私企入黨的政經涵義”，中央日報，二 00 二年四月四日，

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l_rpt/3r/r200204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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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亦孕育一批白領階層。
289
事實上，這些商業精英在後毛時期，已

將他們日漸龐大之經濟自治轉變成對政治改革之壓力，使商業精英與

中共中央或地方之互動出現新形勢，在面對經濟改革開放下的產物—

資產階級，逐步掌控社會資源與權力，為了能賡續對社會各層面掌控

的力道，迫使中共需思考接受資產階級的立場。 

外環境則有全球化之國際環境。中共面臨全球共黨國家數量與影

響力下滑、網際網路等電子傳輸系統突破空間限制與國際壁壘，經濟

全球化衝破國家界限，擺脫傳統國家疆域束縛。全球化影響下，跨國

企業廣泛進入世界各國，上述皆為中共面臨之內外環境。 

中共在環諸其所面臨環境，開放資產階級定位應有下列幾項因

素： 

一、政治面：技術官僚與意識形態 

務實技術官僚已將意識形態作為可操作之工具，推使政策合

理化。中共改革開放後，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之衝擊下，逐漸

喪失意識型態上之主導權，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不免有吸收入體

系企圖以體制內意識型態控制之意圖。 

二、經濟結構改變 

一九七八年改革開放後迄二 00 四年已有二十六年的時間，

此期間中共的經濟社會結構已隨者經濟逐漸自由化而產生變

化。私營企業主截至二０００年底，計約一七六萬餘戶，從業人

員為二０一一萬人。
290
隨其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經濟結構

調整，為使中共適應國內經濟發展之結構性變化，故中共面對其

未來的發展，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不難理解，中共黨的本身亦已

接納此一現實，接受資產階級。 

三、擴增中共統治權與正當性 

隨著私營企業發展與私營企業主人數成長，與此有關之社會

組織隨之發展成長。許多私營企業家等資產階級參加組織。在大

                                                 
289 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中央編譯社，一九九八年十一月一版，頁 221。 
290 閻志民，中國現階段階級階層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二 00 二年四月一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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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社會逐漸形成一定影響力，資產階級在各地區或局部性社會影

響力已不可忽視，且有逐漸增強之趨勢。
291
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

後，可較坦然面對過去曾對中共威權性控制的指責與一部分統治

缺乏正當性的緋議，資本家的入黨將使中共的成員增加社會各階

層的進入，對其合理化的解釋中共政權的代表性與正當性，將增

加說服力。新精英的錄用提高中共政黨在普通人民中間的合法

性。 

四、合理化經商黨員之理論地位 

上述中共自改革開放政策後，雖不斷發布禁止幹部、幹部子

女或職工等從事經營謀取私利之商業活動，然可見中共自進行改

革開放後，直迄江澤民時期，中共黨內幹部、及幹部子女等從事

經營牟利事業，無法阻絕﹔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在江澤民任內成立

大陸第一家半導體公司中芯宏力，即為鮮明案例。而不少共產黨

員兼任國營企業或私營企業之職位。為避免有心人士以違反中共

依循之馬列理論、毛澤東思想等，循中共以往歷史鬥爭模式，進

行冠之以資產階級等「惡名」，造成新一波權力鬥爭，開放資產

階級入黨，可防止內部權力鬥爭之可能性。 

 

制度面作為部分，二００二年十一月召開「十六大」確立江澤民

在二０００年提出之「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

產力之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之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之根本

利益）思想指導地位，揭示中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將民營

科技企業創業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之管理技術人員、個體

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六類新社會階

層（以往中共歸類為資本家之資產階級），同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建設者」，並稱將保護一切合法收入後，預示中共將循例依照黨章

修改要點相對應修憲。
292
隨後中共於二００四年三月人大會議中修改

                                                 
291 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283-287。 
292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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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將「三個代表」入憲，即將開放資產階級於大陸全境之法理地

位，並將保障私人財產也納入憲法。使資產階級在中共憲法上取得法

理地位。 

就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轉變與其政權之影響部份，權力政治面研

析之，在政治權力上，中共將可結合資本家之企業精英，擴展其控制

力，擴大其黨派意識之社會基礎，而藉由資本家的加入將結合中共政

黨與金錢之間的關係為強有力的聯繫。對中共落實有效統治的控管，

將有利其鞏固權力政治。 

而在社會控制影響層面，以往中共向以對農村工農之控制影響力

自豪，然而隨著改革開放，農村勞動力移轉之規模和速度都在加大，

農民藉著勞力獲取私有財產，進而逐步發展到小資產階級，此發展可

能性將逐步增加，增加農民自主性。在精英社群形成與控制，中共為

遂行由上而下的統治，因已缺乏如過去般意識形態的工具，故轉而透

過控制各經濟體頂端主體，藉由掌控社會精英社群，達到控制力延伸

的目的。縱使中共意圖透過納入體制內予以改變與吸納資本家，此類

資本家擁有經濟上充分自治結構與自主性，且深受其對外接觸之國外

經驗影響，不易輕易即受中共全盤吸納與改造。 

中共雖然開放資本家入黨了，顯現其變革，但其目的與問題的本

質仍在於整體制度面的建立未能確實與符合實際要求，中共開放資本

家的入黨未來可能加速其黨內的腐化程度，促使要求政治改革的聲浪

持續。而資本家的入黨未來亦可能於中共黨內中產生變革，促使中共

內部質變，造成更全面之政治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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