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以往論及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與堅持鬥爭資產階級是眾所

週知，然曾幾何時，現今之中共幹部著重招商引資成果，更過於意識

型態言論。本章總結前文各章節之研究與發現，試圖陳述本文所探討

之研究問題，包括中共為何開放資本家入黨？中共對資產階級採取開

放之目的為何？並評估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其對資產階級採取開放

立場對中共政治發展有何影響，進而研析中共發展趨勢之變異與對兩

岸關係發展之影響。 

中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與鬥爭資產階級作為其創黨立國之基礎，

惟為維繫政權，其務實地面對其政權面臨之內外環境變遷，於意識型

態之變革，說明中共本質在於奪取權力，維繫與延續政權。本篇結論

先探討時空情勢環境變化下中共對資產階級意識型態之變化，並闡述

發生變化之主要原因。然後討論中共開放資產階級入黨對其政權之影

響評估。進而探討此對中共政治發展與兩岸關係發展。 

綜合本文前所論述與研析，可看見由權力的角度切入觀察中共對

資產階級意識形態之態度與始末，可說源自權力鬥爭的本質。中共所

憑著揭竿而起的馬列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為當時國際政治思潮興起

時，與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同列人類重大之思想創見。由於中共運用馬

列主義無產階級鬥爭主綱，作為其與執政之國民政府鬥爭之理論與對

抗帝國主義入侵之利具，因而影響日後中共對資產階級之觀念與立

場。 

中共引用馬列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號幟，在其與國民黨鬥爭時期

及用以對抗當時帝國主義，激起民眾民族情感的工具，也因而使得佔

多數之工人、農民支持中共。然而在中共初期取得政權為維持國家財

政穩定，並未全面性對資本家進行鬥爭，僅針對目標性採取鬥爭與清

算。 

然而在中共執政後，仍舊面臨人類自始以來對自有財產、經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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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自由運用的基本需求，加上中共內部權力鬥爭，使得「左」「右」

的爭議與鬥爭屢屢出現。當權力鬥爭當權派或是掌握實權之權力者，

往往將鬥爭對手歸類為當時主流意識型態的敵對勢力，如：一九八０

年代以前，權力鬥爭敵對一方皆多被權力擁有者以反對無產階級專

政、走資派等﹔而在一九八０年代後，反對者則多被以反改革為由，

列為批鬥攻擊對象。意即敵對當權派之反對者，在理論或意識型態之

基礎鬥爭理論方面，掌權者皆將對手置於當時理論論述擊打，或較弱

勢，或謂非主流之一方，使得掌權者得以在立論上穩固根基，再加以

各種鬥爭方式剝奪敵對方之所有權力，鞏固掌權者權力與施政。 

中共對資產階級所採取之態度與政策亦受上述意識型態變遷與

權力鬥爭演變之影響。誠如前所述中共意識型態係以堅持無產階級專

政奪取政權，然其執政初期對資產階級的作為仍有所保留，可說為選

擇性執行。在中共逐步落實施行無產階級專政與共產主義後，其逐步

實行的政策作為，也轉變對資產階級之態度與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時

期，資產階級資本家被鬥爭，任何一絲毫與資產階級相關者皆遭受批

鬥與勞改，資產階級為受打壓之對象。 

隨者時代的變遷與經濟環境的改變，在中共採行經濟改革開放政

策後，其意識型態上亦有「與時俱進」之趨勢，不能不正視中共已看

見之時代發展，資產階級隨著改革開放逐漸佔據人口結構之重要地

位，社會經濟結構等社會形勢變化，故其必須緊跟世界發展進步潮

流。
293
在此變化過程，資產階級就如從牢獄中得著釋放。 

在理論與地位上，因者中共著重經濟發展層面，亟需私營企業主

的協助，促進工業化，
294
與致力經濟發展，使得私營企業主等資產階

級的地位逐步返回市場機制運作，獲得經濟自由。故可言中共開放資

產階級入黨係中共經濟改革開放之結果。
295

關於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之歷史歷程，筆者概試以下表列陳述其

                                                 
293宋海慶著，論三個代表之形成過程，廣西人民出版社，二 00 三年三月，頁 261。 
294Pearson, 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1 

295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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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過程： 

 

 

 

表五─１   中共對資產階級定位之變異分析表 

 

1950-1979 1979-2000 2000- 年代 

定位 傳統 脫舊更新 全面開放 

意識型態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消滅資產階級 

階級鬥爭 

改革開放 

停止階級鬥爭 

開放資本家入黨 

憲法規定之地

位 

五四與七五憲法 

無政治與法理地位

七八與八二憲法 

允許私經濟存在 

2004年修憲納入憲

法 

對資階之定位 鬥爭與緊縮 過渡與鬆綁 開放與接納 

政治作為 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文化大革命 

實事求是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三個代表」入憲 

經濟政策 國有化策略 經濟改革 

對外開放 

持續擴大開放 

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保障私有財產權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第一節  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對中共政權影響 
 

壹、政黨屬性變化 

 

誠如前文就政治系統研析所概述，新政策項之產出，勢在政治系

統內出現變化與衝擊後，分產出政策輸出項。在政權分類中，現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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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的國家，都屬威權體制。導致此政體出現的原因繁多，舉凡：政治、

社會和經濟的誘因等﹔而型態上也有所差異，包括官僚威權政體、動

員式政體和後極權式的威權政體等。此類政權的政治制度化的層次

低，領導者行一人或一黨專政，公民參政機會少。威權政黨的組織屬

鬆散型，且型態上常形變，勢力逐年降低。極權政體中，黨的意識型

態與理念的教化，占有相當中心的地位，但在威權政黨中，思想教育

較弱，理念一致性的要求亦較低，且違反此要求之懲處亦輕，亦即社

會控制較不嚴密。威權政黨一般較缺乏強烈的意識型態色彩，然威權

政黨分類，復有強勢政黨（strong party）與弱勢政黨（weak party）

之別。
296
五０年代中共無疑係一強勢政黨，在改革開放初期，從其仍

於憲法中「堅持黨的領導」等，仍屬標準強勢政黨。 

二 00 一年七月一日在慶祝中共成立八十週年大會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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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發表「七一講話」之核心即為承

認政治利益集團與經濟利益集團共同統治中國之利益格局。而如就在

此之前，中國改革造成之現實始終是毛澤東創立之意識型態所不能承

認者，則此次講話則表明中共政府在意識型態方面邁出至關重要之一

步。297

惟此次中共一反過去開放資本家入黨，對資產階級定位採取接納

與開放，有別於中共建黨之堅持原則。 

就威權政黨分類中衡量強、弱的指標觀之，中共已安渡其第一代

領導人權力的轉移，黨組織與其他團體密切程度以不如過往；對政治

有興趣者與權力追求者，如資本家的入黨係因政治力的干涉或運作，

甚或以利益關係，建立官商管道為主，已非以往認同黨目標或思想

者。中共黨的合法性現仍為其政權合法性；如以上述政黨力量與數量

                                                 
296 參見趙建民著，威權政治，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三年十二月，頁 171-179。 
297 何清漣，中國的陷阱，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二 00 三年十二月，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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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標衡量，雖未能據言中共以為弱勢政黨，但中共已明顯朝弱勢威

權政黨過度的趨向。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認為，目前政治改革最大問題在於「黨

政合一，黨政一體化，黨政不分地情況有所加劇」。王貴秀雖未表示

中共有統治為基，但其認為中共黨政不分問題，已造成其政治改革上

問題。
298
未來中共政權的維繫，將逐漸倚賴制度的建立，以確維其政

權合法性與延續性，惟倘中共朝制度性變革與建置，未來是否仍能維

持其政權仍待探討。 

 

貳、憲政法制具體落實與否關切發展穩定 

 

雖然中共在今年二 00 四年再次修憲並將江澤民「三個代表」入

憲，確立三個代表思想在中共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指導地位。但從中共

修憲模式觀之，仍採取每五年配合黨代會決議對憲法進行部份調整的

部分修改方式，此為中共認為此可兼顧穩定性和適應性。修憲內容體

現「十六大」重大理論觀點和政策等，雖然中共要求突出憲法權威和

穩定，強調「依憲治國」，惟從此次修憲可看出仍以中共「黨」領導

為首，依照其黨代會決議頻繁修憲，使中共憲法仍屬高度政治性，不

易體現中共擬將其憲法作為類似西方之國家根本大法之權威，在各種

違憲事例層出，足見中共法治觀念淡泊，中共憲政與法制在短期內是

否能具體落實仍待觀察未來中共所行，亦將關係著中共未來政權延續

與穩定。 

 

參、持續深化中共漸進革命進程 

 

中國改革開放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場革命，其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經

濟體制，使其朝向市場經濟方向發展。中共改革從其過渡演變屬性來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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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三年一二三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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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為一場「漸進」革命。且此改革運動仍在持續。
299

何漢理（Harding, 1987），劉國光（1988），珀金斯（1988）等

多數學者一致認為，中國經濟改革主要發生在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年

間，以一九七八年十二月為中心。一九七八年十二月，中國共產黨中

央委員會之十一屆三中全體會議，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戰略做出劃

時代之決定。此會議特色惟採納實用主義口號，即「實事求是」，表

明中共領導層要重估數十年來執行之經濟發展政策。具體言，表明實

用思想佔上風，傳統社會經濟認識受到挑戰。會議抨擊傳統經濟觀點

是主張「權力過度集中」，譴責意識型態之教條主義，倡導解放思想。

最重要者為其人事改組，鄧小平復出並進入最高領導階層，對中共改

革運動產生最深遠影響。
300

鄧小平實際主導中國政壇十幾年間，政治體制改革進度與經濟體

制改革深入如與毛澤東時期相較，確實無法相提並論，更無法拿鄧小

平遺留之中國現實政治制度與世界民主政體國家比優越性。無論拿鄧

小平個人比毛澤東個人，亦或拿鄧小平時代之中國，與毛澤東時代中

國相比，前者在政治層面之進步和相對開明，不容否認。此不能不承

認鄧是獨裁與毛式專制已有相當程度區別或政治改革。雖然對鄧平持

肯定之一方意見咸皆認為其遺留下之遺憾為未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深入，惟仍需承認鄧小平推動之經濟體制改革

與對外開放政策，即建立於衝破毛之意識型態基礎。農村人民公社制

度解體及至人口流動之相對自由﹔城市「非國有經濟成分」從無到

有，從弱小到壯大，相對於毛時代消滅私有制，無疑為一種意識型態

之變革，而允許人民對外開放政策，亦為某種政治意義之解除禁錮。
301

由其他發展中國家之歷史演變，國家中產階級成員（布爾喬亞，

National Bourgeoisie）有助於國家經濟體制趨向於市場經濟體制，

                                                 
299 王輝，漸進革命─中國經濟改革之路與人力資產，台北：致良出版社，民國八十七年十二月，

頁 193-194。 
300 王輝，漸進革命，頁 27-29。 
301 高新，江澤民的權力之路，明鏡出版社，1997 年 5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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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融入世界經濟體。故中共新企業精英易被認為將於中共政權存續上

扮演重要角色，另因者新企業精英之資本家與國際跨國企業臍帶關

係，將影響政府在對國際經濟合作之政策。新興企業精英有可能扮演

潛在角色影響中共政治改革，雖然部分學者針對此節仍保留意見，但

仍有部分學者認為中國新興企業精英將扮演著中國大陸民主或市民

社會之橋樑（carrier）。
302

中共新一輪改革旨在革除改革初期繞過計劃經濟體制最難處理

之核心部分，削弱一些行業及部門之利益和權力，由於涉及機構撤

併、權力重組、利益調整和規則重建，必將遭遇原有實權部門和既得

利益群體抵制。計劃經濟體制最核心部分─政府、國有企業、國有商

業銀行，在舊有體制中，形成一互為依賴之「鐵三角」關係﹔單獨對

其中任何一部份進行改革，必然涉及另二部分。出於利益之考量，部

分政府部門之改革可能出現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之問題，寄望部門自

我徹底改革，則須視主政者決心強弱。
303
倘中共決定遂行深入此改

革，掃除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之阻礙，如從利益結構體受侵襲，為捍

衛其利益，將促使中共內部權力結構重組。此對中共政權影響投入最

大變數。論者有以為，倘中國不進快把握時機進行政治改革，那麼中

國制度性的腐敗將會愈演愈烈，政治穩定與經濟增長局面將會付諸東

流。
304

第二節 資本家入黨對中共政治發展影響 

 

由本文對中共的論述與分析，中共以往對資產階級的定位與堅

持，在經濟改革開放與市場機制的建立，自由化的變化也影響中共質

變，中共的開放資本家入黨可見其務實的轉變，可預見的未來其對台

政策亦將顯現務實的作風，但其為鞏固其自身政權延續性與權力的本

                                                 
302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1-2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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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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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三年一二三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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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仍未見變化。未來我政府面對其日趨務實的變化，在其對台策略的

操控靈活性，將較以往迥然不同，值就其變革趨勢研判其未來走向。 

從本(九十三)年廣東省第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舉行受理並同意包

含工人、學者教授、台灣同胞、私營企業主等階層人士的申請旁聽，
305
中共部分政治體制已逐漸允許私營企業主涉入政治參與。惟其具體

開放程度仍待持續觀察。 

中共在意識型態面上確立開放資本家入黨，對資產階級採取開放

與接納之定位，公開允許與確認私營經濟在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的地位

與作用。中共在每一次特定改革中，漸進變化都為其改革之目標、定

義和內涵之標誌。就改革過程和進程而言，在具體經濟制度和整個經

濟體系方面，都逐漸出現物質和精神上累積之變化。經濟改革之制約

因素和群眾理性基礎之調整，亦顯示出一種漸進變化之方式。然而，

由於發展新經濟制度相當難以掌握，要達到正常運作水準亦尚需時

日，故不斷的調整現行計劃體制有助於改革平穩前進，減少動盪，並

增強中共承受風險之能力。其過程表明此改變是經過一系列步驟完成

的。從中國農業改革，企業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關係之變革，以及

市場發展，我們看到持續調整，適應，以及經濟制度之創新。一系列

漸進之作為累積成中國經濟制度根本性變化。此部份說明中國經濟改

革，即表面上，其為循序漸進﹔實質上，其深刻改變計劃經濟體制，

將之轉化為一個相對市場導向之經濟，並使之得以繼續向自由市場發

展。
306
中共此項變革首在於受其意識型態之選擇，鄧小平以「實事求

是」務實之方向，取代過去無產階級鬥爭為綱之意識型態轉變，定下

中共後來務實發展趨向。然此中國大陸的改革近來已逐漸出現新的危

機，此種改革危機逐步被中共高層所關注。 

中共意識型態務實之轉變，可見其為捍衛維持其政權，在環視環

境變遷後，相應做出調整，雖此關係於其領導者特色，但也突顯在維

繫政權及國家發展其務實發展之一面。 

                                                 
305 中國新聞社，中新社廣州電，二 00 四年二月八日。 
306 王輝，漸進革命─中國經濟改革之路與人力資產，致良出版社，民國八七年十二月，頁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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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係在國際全球化及國內經濟結構，社會

群體結構變化之背景因素，社會組成結構，資本家之資產階級組成所

佔比例逐漸成長，為擴增中共黨之群眾基礎與代表性，做出開放資本

家入黨之具體實踐。此亦可言為將中共改革開放後所採行對資產階級

之逐步漸進態度，終結具體表現為法制面。 

中共開放資本家入黨或許有其政治權力上之考量，然而隨者中共

接納企業精英，私營企業主等進入中共政治體，雖中共是否「真正」

全面實踐其修正黨章與憲法之作為，然資本家事實上已存在於中共黨

內，從已過中共於中共設立企業黨組織，迄今中共黨員兼任企業主

等，資本家皆已進入中共此一政治組織系統內，並已對此一系統產生

微妙變化。 

不論未來中共面臨政治改革模式與策略之選擇，諸如：憲政，法

治類別之選擇﹔由上而下或反向操作之民主﹔漸進改革或緩行改

革﹔因社會結構取向選擇多元主義或統合主義﹔不論何種政治改革

類型之分析，皆可見中共務實探討其未來為延續政權構思發展可行

性。 

目前兩岸關係發展態勢部分，我政府試圖以建構一和平穩定架構

之框架，緩和兩岸政治難解之爭議，使兩岸得在經貿部分建立穩定交

流與合作，藉經貿交流與整合讓兩岸互蒙經濟合作效益。基於對中共

發展趨向務實取向，其未來對政治發展亦將逐步務實，然理所當然中

共將考量維繫其政權穩固。然中共此一務實面亦突顯於對台政策，不

再以已往強硬態度對台，逐步針對柔性作為透過宣傳以寄望台灣人民

之做法，甚至中共領導階層亦曾透過管道釋放些許有關對「一中」彈

性看法，吾人或可謂中共在對台策略上以務實彈性為其階段特色，然

仍不應忽視中共已在大陸內部建立高漲之民族主義情感，對其可輕易

挑動大陸民眾對兩岸民族情緒之作為，及近期挑動民眾對某色彩之台

商，甚至藝人之抵制與情緒，中共操作民族主義對大陸內部對兩岸關

係之影響不宜輕視。吾人可接續試就此探究兩岸未來發展給予相關評

估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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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評估與建議 
 

壹、中共面臨之挑戰 

 

雖然中共開放資產階級入黨，在政策與法理皆已採開放接納之態

度，但其仍面臨下述重要問題挑戰。本節其藉由析論中共面臨之問題

後，就兩岸關係發展提出建議。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未完善 

 

隨著大陸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大陸人民對進一步獲得經濟利益存

有期待，此將使中共既有政治格局受到衝擊，各種社會不滿形成的利

益矛盾與抗議，對中共維繫其政權，也將形成一大挑戰，未來的改變

恐不僅僅止於大陸地區市場經濟加深，亦可能影響其整個政治體制變

革。 

從經濟面觀之，在中共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問題上，可看到大陸問

題包括以下各項：大陸在未來數年，甚至數十年當中還需要進行多大

幅度的變革，比如市場化的程度，才能讓持續二十多年的經濟成長繼

續強勁的發展？何時進行金融及外匯運作的改革與開放？都市及鄉

村的土地未來可否買賣或租賃？如何防止由此產生的負面效應，如官

僚貪腐、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西部開發策略、佈局、人才如何安排

等問題？中共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對大陸內部的經濟發展產生正面與

負面衝擊，將使其原來的經濟進程更加複雜化。 

儘管中共經濟改革使得經濟快速發展，但也衍生經濟結構不合

理、分配關係未理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

壓力加大、經濟整體競爭力不強等問題，生產力進一步發展面臨各種

體制性障礙。二十五年來，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二元體制結構、二元

社會結構之相對差距未縮小，反拉得更大﹔環境保護、公共衛生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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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濟增長之下，導致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黃河下游變為涓涓細流，

環境污染蔓延，多種動物瀕臨絕種。尤以入世後，市場經濟運作規則

尚未能適應經濟全球化之發展趨勢和新國際競爭形勢，經濟體制改革

面臨新的挑戰。
307

經濟的根本性變遷就會產生社會及政治的變遷。因此，階級分化

現象就會在大陸出現，此可能使大陸內部階級對立趨向激化。此將使

過去獨立於官方控制外的工會與農會，中共是否允許其成立？失業問

題如何處理？剝削問題如何處理？經濟、社會平等問題如何解決？區

域均衡問題如何解決？上述皆將對中共政權掌控造成何種衝擊？
308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和

「全面、協調、可持續」之發展觀，以兼顧「改革力度」、發展的速

度」和「社會可承受之程度」三者關係，期望達到「完善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然而，隨著經濟改革之深入，

日後中共將逐漸觸及到民主政治、政權建設、幹部制度、執政黨之權

利地位等問題，然而，此一攸關中共經濟發展之重大關鍵─政治改革

迄今尚未列入議程。由於中共政治體制等上層建築改革嚴重落後，可

預見未來經濟改革將不易順利推進，經濟發展亦將受到阻礙，甚至未

來出現經濟、社會、政治動盪也不無可能。
309

 

二、體制性障礙難除310

 

中共建政之初為工業化積累以及便於從農村汲取資源，形成了以

戶籍制度及其相應之勞動就業、物資供應、社會保障等一系列機制構

成之城鄉壁壘，由此將一國公民分割為兩個不同部分，享受不同待

遇，此即所謂「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共經濟體制改革，即從傳統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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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308 明居正，胡溫體制第一年，發表於「2004 大陸投資與經營管理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市企業

經理協進會，頁 5。 
309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印，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頁 43-44。 
310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印，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頁 83。 

 133



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然在轉變進程，各種經濟問題和

社會矛盾盤根錯節。隨著中共改革開放逐步深化，改革社會基礎正產

生分化，呈現改革使小部份階層受益，大部分弱勢族群受損之複雜情

勢，貧富兩極分化日趨嚴重，已成社會隱憂。 

 

三、「三農問題」為小康社會最大障礙311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大陸經濟社會發展過程長期累積之結構

性、體制性矛盾尖銳化之產物，「三農」嚴重性難以從根本消除。在

未來長期時間內，農村人口佔大陸社會總人口相當大比例，農民負擔

重問題直接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鄧小平曾指出：「中國百

分之八十人口在農村，中國穩不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不

穩定。城市搞得再漂亮，沒有農村這一穩定基礎是不行的」。「農村不

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不穩定」。為此，中共一貫強調，「三農」問題

不僅是個經濟問題，且是個社會和政治問題。 

 

四、失業問題與收入差距加大嚴峻 

 

大陸人口結構及其變動趨勢、經濟發展所處之階段以及改革開放

向縱深擴展，決定就業不足是現代化過程一長期性問題。尤其「十一

五」（二００六至二０一０年）時期，就業不足不僅表現於文化水平

較低之勞動者之就業難上，更為嚴峻為由於近年大學招生速度迅速，

各種民辦和中外合資高等教育發展較快，就業不足還將出現在文化水

平較高勞動者就業困難上，勞動力失衡將使就業不充分，造成人力資

源浪費。而許多不合理、非規範、非法收入，如各種形式壟斷，市場

秩序混亂之製假售假、走私販私、偷稅漏稅，以及權力結構體系之尋

租設租、錢權交易、貪污受賄等各種形式腐敗，拉大大陸社會現實生

                                                 
311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印，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頁 83-84。 

 134



活收入差距。
312

 

貳、遠景 

 

以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來解釋今天的中共政治改革仍為一主流

性的觀點。斯坦福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博格教授在接受「亞

洲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認為，江澤民政改原因之一在於經濟發展。約

翰。霍普金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童振源認為，經濟發展亦需要健

全法治來配合。如果沒有一套政治體制相因應，經濟改革恐怕只會事

倍公半，不易有成效。中共經濟改革已進行二十多年，經濟改革成就

世界矚目﹔如從一九八七年中共十三大政治改革報告提出政治改革

是經濟改革進一步發展的迫切要求後，迄今政治體制改革仍未有大幅

進展。
313

從中共在二 00 四年三月政協會議將「三個代表」納入憲法，正

視肯定資本家，允許、保障私有財產，在產權問題上確定朝向私有化

方向發展。從此一角度來看，中共改革以來明確的走向私有化的道

路，已正視其所面臨之國內外環境情勢，而其在觀看歷史政黨之興

衰，從蘇聯、東歐等國，甚至國民黨，其所面臨之急迫感決不惶多讓，

而其也正視其將面臨困境，而試圖透過與時俱進之作為，期望維繫其

政權延續。 

而私有化和市場化亦為解決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的問題。然而中共

在此過程中，仍需面臨取消雙軌制經濟體制，重建國家與市場的良性

互動關係，以及釐清中央與地方權責問題，面向市場，使其成為只能

透過指導性經濟和法律加以控管的穩定之經濟實體。
314

政治面部分，首先，在國際環境與國際關係部份，可從前美國國

防部長威廉‧裴利（William J. Perry）和前國防部助理部長艾許頓‧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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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4。 
313 白沙洲書，頁 203-206。 
314 李英明，中國大陸學，台北﹔揚智文化，一九九五年，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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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Ashton B. Carter）所撰「預防性防禦─後冷戰時代美國的新

安全戰略」（Preventive Defense）一書中，看出在兩岸關係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美國，在其預防性防禦的戰略影響下，為強化亞太地區的

安定，美國延續過去六任美國總統期間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期望透過

軍方接觸和交流、高層會談、建立對話等方式﹔穩定台灣問題﹔接觸

中國的鄰國﹔鼓勵中國參與全球性的安全活動等方面，加深並且擴大

美「中」國防間關係，企圖使中國大陸在二十一世紀成為美國的安全

夥伴，降低中共成為美國敵人的可能性。
315
基此，美國在其預防性防

禦戰略指導下，將致力穩定台灣問題，加強透過政經軍各方面交流，

落實兩國接觸，促進兩國相互瞭解，以謀求兩國在東亞地區之共同利

益。此間可觀查出，在裴利論述美國與中共預防性防禦之策略運用作

為中，台灣為美國致力於該戰略時應穩定的「問題」。而綜觀中共近

年大幅吸引外資進入大陸市場，美國在大陸地區之商業利益亦逐漸增

加，遑論在國際政治中東亞安全與穩定，甚至世界安全與經濟等層

面，皆須中共支持或不反對，由此析之，美國無法忽視中共之發展與

地位，而此對台灣在操作兩岸關係與戰略，具有一定程度的負面影響

與牽制。 

中共為亞洲地緣政治情勢中最具影響力之因素，亦為最大難題。

誠如Thomas Christensen 所言，當前一黨獨大之中共政權在維持經

濟成長，持續擴增軍力，以及掌控國內政治權力面臨嚴重問題。不穩

定與發展間斷問題可能產生，部分分析家認為此種情形及可能發生。
316
另有論者以為，中共將在二０五０年成為世界具支配力之超級強

權，而美國可能面臨衰降，而只有中共其內部不穩定才可能促使其無

法再二十一世紀後期成為世界上具影響力國家。
317

另從地緣經濟效益面分析，地球暖化將挑戰許多現存穩定情況。

                                                 
315 Ashton B. Carter, William J. Perry著，許綬南譯，預防性防禦：後冷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略，

台北：麥田出版，城邦文化，民國八十九年，頁 149-171。 
316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二 00 一-二 00 二戰略亞洲:權力與目的，民國九十一年七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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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面臨日增之洪水問題，地球其他國家面臨嚴重缺水問題。而中國

由於地理環境因素，掌控亞洲部分地區水資源，而可能獲得機會組成

「地緣經濟／政治聯盟」（geo-economic/political allies），如南

亞地區國家包括：巴基斯坦、印度、泰國和越南等﹔甚至可能蒙古、

哈薩克等其他中亞地區國家，因者天然資源利益交換成為「油換水」

聯盟（oil for water）。另以中國人民勤奮與聰慧及人民高可塑性，

二０五０年超級強權似乎逐漸確定。
318
該論述是否過於誇大，本文不

以評述，但突顯出未來中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可說為國際各國所重

視，面對發展潛力雄厚之國家，為國家人民利益與福祉，皆不應以政

黨個人等狹隘思想構思未來兩岸間之發展。 

目前兩岸關係發展態勢部分，我政府試圖以建構一和平穩定架構

之框架，緩和兩岸政治難解之爭議，使兩岸得在經貿部分建立穩定交

流與合作，藉經貿交流與整合讓兩岸互蒙經濟合作效益。此似較符合

新功能主義（Ernst B. Haas），認為政府，政黨和利益團體可以從整

合過程中獲得利益時，整合才會發生。新功能論特別著重「擴散效應」

（spillover effects），主張在較不敏感之科技或經濟領域建立功能

連結與合作制度，然後透過試誤過程，逐步擴散重新界定議題與衡量

效益，而將整合範圍加以延伸，達成政治領域整合。
319

在權力不對等和大國對小國有主權要求情形下，大國政治是確定

的，即意圖屈服小國意志，而小國對大國卻可能採取「抗衡」

（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兩種不同策略。抗衡是小

國藉增強本身實力或是透過聯盟運用外力來抗拒大國要求小國屈服

之壓力。而扈從則為小國單方面地限制本身行為以避免和大國之核心

利益相衝突，從而保持和大國間之和緩關係。由於大國是採取高姿態

壓迫小國，故小國基本上要在抗拒和屈服間作一個抉擇，而不可能和

大國間發展出真正平等關係。對小國執政者言，或許並無抗衡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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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尋求對等，但由於大國優勢地位和威權心態，拒絕從屬就必須抗拒

大國壓力，結果仍落入必須選擇抗衡。直言之，在權力不對等和大國

主權要求下，小國對大國之政策選項是被侷限在抗衡與扈從兩者間。

論者（吳玉山）以大小政治實體在決定選擇採行何種策略，主要因素

為相對經濟發展程度，其次為西方各國之支持。一般而言，經濟發展

程度較大者為高者及西方重視國家，採取持續抗衡政策。反之經濟發

展程度相較大者為低者，則是採取扈從態度。
320

上述論點可概略陳明目前台灣採行策略與原由，然而在中共堅持

「概括式」（holistic），以「一個中國」先統一再整合之主張，而台

灣對大陸在經濟上相對優勢逐步流失，中共獲得西方支持度持續擴

散，且開放資本家入黨顯見其意識型態已出現變革，我政府實應衡量

此情勢下，是否宜繼續在意識型態操弄，倘未有妥善因應或採取相對

應彈性作為，未來我方政策勢必受到中共經濟持續發展，而受到壓縮。 

季辛吉曾說：「當沒有一個運用權力的主義存在時，權力的本身

便是沒有意義的。」（Power is meaningless in the absence of a 

doctrine for employing it.）。
321
如能從聖經中神的話語和計劃瞭

解，天地與人都會成為過去時，唯有神長存。或許當我們深思馴服人

性與政治權力的功能時，何時人能看清楚這一切不過是影兒，何時就

能不在乎權力，而在此時兩岸即無難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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