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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晉升，還是離退？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分析 

 

第六章主要針對中共領導菁英的仕途旅程進行總體性的分析。筆者以「任職

時間」為面向，探討影響菁英離職風險的因素。在組織邏輯下，實證結果發現菁

英專業性條件除了高學歷具重要的影響力外，我們也從預測的角度驗證「黨職經

歷」對菁英仕途發展的重要性。這表示若研究者欲預測中共政壇現任正部級菁英

的仕途發展，那麼其是否出任黨領導職務將成為相當重要的指標。最後，筆者也

對改革開放以來菁英正部級以上的仕途發展歸納為「離退」、「晉升至政府領導

人」，以及「晉升至黨領導人」三種結果。 

 

在各級幹部年齡限制規範下，能夠提早向上晉升的政治菁英必然是中共極力

栽培的對象。這些權力菁英若能夠儘早掌握黨機器，勢必將具有更大的影響力。

因此，在以任職時間為觀察面向後，本章將基於第六章的基礎針對中共領導菁英

仕途發展結果進行更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以此，本章欲回答的具體問題是：「針

對晉升、離退的仕途結果，中共菁英所需的時間為何？哪些條件的領導菁英能夠

快速晉升至黨領導人級？背後的原因為何？這些因素是否隨著時間有所改變？

還是擁有相同的邏輯？」 

 

即便中共菁英專業化轉型是普遍性的現象，但在組織邏輯下，我們認為針對

層級較高領導幹部的挑選，中共則必須更符合權力維持的考量。因而各級幹部的

黨職經歷，將成為中共確保領導幹部政治忠誠的重要憑據。在年齡限制規範下，

本研究假設越早取得黨職經歷的領導幹部，則表示越早取得下一輪競爭的機會，

使得他們的晉升速度越快。 

 

本章分為五個部份來探討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結果，即晉升、離退的課題。首

先，我們對前一章所歸納的菁英仕途發展結果進行描述性分析，來瞭解晉升、離

退等各項事件發生所需的時間與趨勢。其次，同樣地以組織邏輯的基本模型，來

瞭解影響菁英仕途發展結果的個人條件差異。第三，進一步檢驗改革開放以來，

菁英個人條件與晉升、離退的仕途發展，是否隨著時間更替而產生系統性的改

變。在第四節裡，筆者嘗試納入菁英「派系背景」的因素，來深入釐清個人「政

治性」條件的內涵與意義。最後總結將針對本章的實證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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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仕途發展結果的描述性分析 

 

在上一章的分析中，我們主要關切的是中共菁英的「仕途時間」，來瞭解哪

些菁英能夠長任於領導職務。然而，更令人好奇的是，哪些菁英得以儘早晉升至

黨領導人，成為中共專政下的權力菁英？為此，我們也將菁英的仕途旅程進行初

步分類，將仕途發展結果初步區分為晉升至黨領導人、政府領導人與離退等三個

類別。與「離職風險」不同的是，中國大陸菁英出任正部級領導職務後，將有不

止一種的狀態轉移結果。在此先將說明此類多重事件的「競爭性風險」定義。 

 

一、競爭性風險：定義與研究方法的突破 

在菁英任職於特定職務後，則下一個狀態可能的結果是晉升或離退等多重狀

態（multiple states），非單一狀態的轉移結果，如此的研究問題便屬「競爭性風

險」（competing risks）的事件史分析。對個人而言，Allison 認為「競爭性風險」

指涉的是「特定事件的發生，將會使個人不具其他事件發生的風險。」1換句話

說，當某人死於癌症，則他將不再具有死於心臟病的風險；在工作上，當某人主

動辭職，則其將不再有被免職的風險。因此對研究個案而言，不同事件間存在競

逐的型態，某一事件發生後將使其他事件不再具有發生之風險率。以本章的仕途

發展結果為例，應該關注的便是「晉升」與「離退」等個別事件發生的風險動態

變化，假定我們真正感興趣的事件為「晉升」的結果(event of interest)，那麼「離

退」即是競爭性之事件（competing risk event）。 

 

在競爭性風險分析裡，研究者可設定不同的因果機制來分析各種事件狀態發

生的風險率。在 90 年代中期前的分析模型，學者多從個別事件風險率的界定出

發來進行實證研究（cause-specific hazard），然而如此的設定方法上卻有根本的限

制。Hachen 證明以風險率（type-specific hazard）途徑出發，只有在事件完全獨

立的情況下才能成立，換句話說，將無法從「條件性」（conditionally）的角度，

也就是考量其他事件發生可能性下來詮釋估計參數。這也讓競爭性風險存在著應

用的限制。2 
                                                 
1 Paul D. Alliso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Event Data, p. 43. 
2 David S. Hachen, “The Competing Risks Model: A Method for Analyzing Processes with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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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世界裡，研究者往往希望能夠考量其他事件可能發生的情況下，來針

對感興趣的事件進行因果關係的探討。舉例來說，在測試治療新藥是否能夠延遲

心臟病發的實驗中，醫學家往往期待能夠同時考量其他病因發生的可能性；在職

場中，晉升的結果往往也只是事後之明，在未發生晉升的結果前工作者也往往具

有離職的可能性。為此，公衛學者 Gray 建議從累積增益函數（cumulative incidence 

function，簡稱 CIF）的聯合機率出發，來加入其他事件發生條件機率的控制，

如下所示。3首先， ( )iF t 是事件 i在時間點T 之前發生的機率，而所有事件在T 之

前發生的機率，將是個別 ( )iF t 的總和。 

 
( ) Pr( , )iF t T t C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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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地，特定事件的存活函數 ( )iS t ，為時間點T 之前事件 i未發生的累積機

率。若以連續時間的概念將時間點T 取極限值，則 ( )iF t 將等於事件 i發生的累積

機率。同時，累積增益函數與存活函數之和也等於特定事件發生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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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個別事件的風險率，可定義為「已知事件 i於時間點T 之後發生，以及

其他事件將於時間T 之前發生的聯合機率下，事件 i於時間點T 後一瞬間發生的

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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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條件機率的定義上，傳統個別風險率（cause-specific hazard）模型僅基於

事件 i將發生在時間點T 之後（T t> ）的條件機率。但如此的定義無法突顯出其

                                                                                                                                            
Types of Event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17, no. 1 (August 1988), pp. 21-54. 

3 Robert J. Gray, “A Class of K-Sample Tests for Comparing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a Competing 
Risk,”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vol. 16, no. 3 (September 1988), pp. 1141-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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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件發生可能性被考量的性質。Pintilie 透過實證模型的比較，說明從個別風

險率界定出發的 Cox 模型，其估計係數檢證的是純粹個別事件獨立下的因果關

係，4而 CIF 途徑的估計係數則在考量所有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下，讓統計檢定「型

一錯誤」發生的可能性降低。5 

 

二、黨政菁英的仕途發展結果的描述性分析 

在介紹「競爭性風險」的概念與研究方法後，接下來將具體描述 1978 年以

來中共黨政領導菁英仕途發展結果。6在扣除改革開放後不具正部職職務經歷的

菁英後，資料檔裡有 700 個有效個案。這些菁英是 1978 年 3 月以來曾任黨政正

部級領導職之菁英，初步的仕途發展結果如下表 7-1 所示。在改革開放後具黨政

正部級領導職務經歷的菁英裡，有 13.9%最後得以晉升至黨領導人，晉升至政府

領導人（不兼黨領導職）的比例則是 8.2%，至於在正部級離退的比例則達 77.8%。

值得強調的是，晉升至黨領導人也包括現任的政治菁英。 

 

表 7-1  競爭性風險事件的分類與描述性統計量 

 現任、未晉升 晉升黨領導人 晉升政府領導人 離退

個數 118 75 18 489
百分比 N.A. 12.9% 3.1% 84.0%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由於「晉升政府領導人」（即國務院副總理、國務委員）的個案較少。在此

我們將其與「晉升黨領導人」的類別合併。形成「晉升至領導人」、「正部級離退」

兩者互斥的菁英仕途發展結果。那麼，在進入正部級後，領導菁英晉升、離退的

不同仕途發展結果所需時間為何？如前所述，「競爭性風險」的意義在於不同事

件之間具有風險的排他性。換句話說，當菁英晉升至黨或政府領導人時，則這些

個案將不具自正部級職務離退的風險；相對地，當菁英最後一個領導職務為正部

級時，則離開領導職後，在分析裡也不具晉升至領導人的風險。透過如此的區分，

研究者可以區辨不同類別事件發生的先後，以進行比較分析。關於中共菁英的仕

                                                 
4 Melania Pintilie, Competing Risks: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NJ: John Wiley & Sons, 2006), pp. 

102-104。 
5 所謂「型一錯誤」，為當研究者的虛無假設為真，而分析結果出現拒絕虛無假設的錯誤決定。 
6 本章實證分析所使用的統計軟題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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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發展結果，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如圖 7-1 所示。 
 

 

事件 時間(年) 2.5 5.0 7.5 10.0 12.5 15.0
1 晉升領導人 0.030 0.079 0.119 0.141 0.151 0.156
3 離退 0.100 0.373 0.566 0.705 0.784 0.821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7-1  菁英晉升與離退的累積增益函數 

 

不同於第六章存活函數與風險函數的呈現，這裡所顯示的是各事件發生的

「累積增益函數」，也就是各事件隨著時間增加所發生的累積機率（最終的總和

如表 7-1）。圖中顯示當時間為 0，所有事件（晉升領導人、正部級離退）累積發

生機率皆為 0。隨著領導菁英任黨政正部級職務的時間增加，便開始出現晉升、

離退等事件增加的機率。 

 

同樣地，從表 7-1 各事件機率中位數，也能具體呈現各類別事件隨著時間演

變 發 生 機 率 的 差 異 。 在 「 晉 升 領 導 人 」 事 件 中 ， 中 位 數 為 0.08 （ 為

0.129+0.031=0.16，且 0.16/2），累積時間約略超過 5 年左右（五年的累積機率為

0.079）。這表示在所有得以晉升至黨、政府領導人職務的黨政菁英裡，有半數發

生在正部職職務經歷累積約 5 年內。至於「離退」事件的機率中位數則是 0.42，

大約落在菁英任職 5 至 7.5 年之間的累積機率（5 年的累積機率是 0.373，7.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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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 0.566）。 

 

透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降中共多數正部級領導菁英能夠晉

升，或在原級職離退的時間約在 5-7 年左右，同時如此的發展結果在任職正部級

職務約 10 年過後累積機率的增加幅度也相當有限。這表示當菁英晉升至正部職

級別後，5 至 7 年將是決定他們能否進一步晉升，或是在原級別離退的重要關鍵。

如此的研究發現，相當符合中共多數領導職位的五年一任的任期。同時，可以預

期的是，90 年代中期後黨領導人形成 70 歲離退的隱性規範下，這也意味第一個

完整任期的正部級職務表現，往往影響了這些菁英能否晉升權力核心職務的重要

關鍵。另一方面，如五、六章的研究發現顯示，在相同層級裡，「黨職經歷」成

為菁英向上流動相當重要的必備條件。因此，對中共領導菁英的仕途發展而言，

「第一個正部級職務」的所屬部門，的確具有相當重要的決定性影響。 

 

 

第二節  組織邏輯模型的建立與解釋 

 

上述的分析，初步介紹中共高層菁英仕途發展結果，包括晉升至領導人以及

離退的時間、趨勢，與各類別的比例。那麼，菁英的仕途發展結果是否將受個人

條件的影響？接下來，我們將分析菁英政治性與專業性對晉升、離退的影響。來

瞭解中共菁英流動是否如組織邏輯所預期，政治性條件將成為中共菁英流動的主

要依據。為了呈現不同條件對於菁英仕途發展結果的相互影響。本節將先探討學

歷、專長領域等專業性條件的影響力，接著置入個人背景與政治性條件等因素進

行全面性的分析。 

 

在分析模型上，筆者所採用的是 Fine 與 Gray 以累積增益函數所發展出的競

爭性風險模型(competing risks regression，簡稱 CRR)。7如前所述，該模型與 Cox

比例風險模型最大的差異，在於以累積增益函數來界定各事件發生的風險率

(sub-hazard)，而非以總體存活函數來定義。至於函數形式的基本設定與 Cox 模

型相同，也可視為是 Cox 比例風險模型的延伸。因此，研究者也可運用相同的

                                                 
7 Jason P. Fine and Robert J. Gary, “A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for Subdistribution of a Competing 

Risk,”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94, no. 446 (June 1999), pp. 49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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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來詮釋係數。在方法上，CRR 模型除了沿用 Cox 所主張的「部份概似估計」

法外，不同的是該方法在概似函數加入一加權項（ ijw ， i 為研究個案數， j 為時

間點），來求出不同事件的係數估計結果。8 

 

一、專業性條件的檢視與模型建立 

在任職時間的分析裡，實證結果顯示中共高學歷、社科法、人文專長的領導

菁英具顯著較低的離職風險，即便如此的效果在考量可能的政黨贊助（畢業年齡）

影響下則不存在。那麼，針對晉升與離退的不同仕途結果，專業性條件的影響如

何？擁有高學歷、特定專長的領導菁英，是否能夠減少晉升所需的時間？或是降

低在正部級離退的風險？ 

 

初步的分析結果如下表 7-2 所示。在晉升黨、政府領導人事件中，可以發現

學歷因素具有顯著影響。相較於大學本科以下學歷，具研究生以上學歷領導菁英

晉升至領導人風險顯著較高（ p < 0.1）。同時，相較於其他專長來說，具有科技

財經、專長的領導幹部，晉升至領導人的風險也顯著較高（ p < 0.1）。這表示改

革開放以來曾晉升領導人的菁英裡，「高學歷」、「科技、財經專長」能夠有效減

少菁英於正部級的仕途時間，儘早被選拔至領導人職務。 

 

另一方面，在正部級離退的領導菁英裡，學歷與專長學科也皆具顯著解釋

力。相較於大學本科以下而言，具研究生以上學歷領導菁英的正部級離職風險率

顯著較低。同時，具科技、經貿，以及社科法人文專長菁英也具顯著較低的正部

級離職風險。這表示 1978 年後學歷與專長領域等專業條件，的確能夠有效降低

這些仕途發展僅止於正部級領導菁英的離職風險。 

 

                                                 
8 相關的說明，可見 Melania Pintilie, Competing Risks: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pp. 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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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專業性條件與競爭性風險事件之關聯性分析 

 晉升領導人 正部級離退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學歷    

研究生以上 0.53 0.28+ -0.64  0.20** 
專長領域    

科技財經專長 0.41 0.24+ -0.41  0.10***  
社科法、人文專長 0.35 0.30  -0.53  0.15**  

個數(人) 695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表 p < .001，**表 p < .01，*表 p < .05，+表 p < .1 (雙尾檢定)。 

 

透過以上的初步檢視，可以發現專業性條件對改革開放以降中共領導菁英的

仕途發展具有正面效果。在晉升、離退等仕途結果裡，個人專業性條件除了能夠

有效地增加晉升至黨領導人的風險外，亦能降低於正部級離退的風險率。這意味

著領導菁英的專業性條件亦有助於他們進入菁英階層後得以向上流動。假使如此

的關聯性為真，那麼我們必須重新審思「菁英分立」論述成立的可能性。 

 

在本研究所設定的「組織邏輯」理論上，我們認為即便中共因為目標調整而

必須重視菁英群體專業化取向，但卻仍必須限制在共黨執政地位確保的組織生存

前提。在如此的邏輯下，專業性條件與領導菁英仕途發展的因果關係很可能僅為

虛假關聯性，接下來本研究將加入適應性邏輯所發展出的政治性條件，進行系統

性的分析。模型設定基本上與第五、六章一致。值得說明的是，由於在這裡我們

所關注的是中共菁英晉升至黨、政府領導人與離退等兩者事件的風險率，而非整

體的仕途離職事件。再者，在第六章離職風險分析中也進一步確立職務發跡部門

與因時而異的職務特性，對於菁英仕途發展解釋的重合性，特別在於「黨職經歷

上」。以此，接下來筆者將主要從「預測」的角度，來檢證菁英黨職經歷對其晉

升、離退速度的影響。 

 

在相同級別下，假使能夠越早取得黨職經歷者方具下一輪的晉升機會，那麼

具體來說第一個正部級職務出任黨職，或在正部級經歷能夠越早具黨職經歷的領

導菁英，應具較高的晉升風險率。在這裡我們將具體置入領導菁英在正部級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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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部門職務時間因素。在設定上，筆者以正部級黨職出身、2.5 年（含）以下、5

年（含）以下、5 年以上等時間點來界定中共領導菁英取得黨職經歷的時間點（對

照組為正部級無黨職經歷者）。9至其他的變項，則是如同五、六章的設定方式（對

照組分別是男性、漢族、大學本科以下學歷、無特定專長）。整體來說，全體菁

英與專業菁英的實證模型設定分別如下： 

 
0( ) ( ) exp( ' )i i k kh t h t Xβ=  

全體菁英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 * * * *
*2.5 *5 *5
* * *

k kX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女性 少數族裔+ 年齡+ 入黨年齡+ 正部級(黨職)出身

      + 年以下(任黨職)+ 年以下(任黨職)+ 年以上(任黨職)

      + 研究生以上+ 科技財經專長+ 社科法、人文專長

 

 
專業菁英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 * * * *
*2.5 *5 *5
* * * *

k kX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女性 少數族裔+ 年齡+ 入黨年齡+ 正部級(黨職)出身

      + 年以下(任黨職)+ 年以下(任黨職)+ 年以上(任黨職)

      + 研究生以上+ 科技財經專長+ 社科法、人文專長+ 畢業年齡

 

 

在各事件（ i ）清楚區隔下， ( )ih t 表示模型設定下，事件 i 於時間點 t 發生的

風險率， 0 ( )ih t 則是各個事件的基礎風險率。以此，「晉升至黨、政領導人」、「正

部級離退」等事件風險率將是本章接下來欲關注改革開放中共領導菁英仕途發展

的研究焦點。 

 

二、全體菁英的模型檢證 

何者因素影響中共改革開放以來菁英仕途發展？哪些菁英能夠快速地被選

拔為黨、政領導人？哪些因素決定了菁英於正部級任職的時間長短？整體競爭性

風險模型如下表 7-3 所示。 

 

首先，就個人背景上，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可以發現年齡越高的領導菁

英，則晉升至黨領導人的風險率也越低，達統計的顯著水準。平均來說，若菁英

                                                 
9 中國大陸的黨政領導職務大多以 5 年為一任期，因此筆者以 2.5 年（任期一半）與 5 年作為時

間切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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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多增加一歲，則晉升風險率將降低 7.7%（exp(-0.08)-1）。另外，就正部級離

退上，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後，年齡越高則於原級別職務離職的風險率也顯著

越高。平均來說，若菁英年齡多增加一歲，則離職風險率將增加 10.5%

（exp(0.10)-1）。這表示擔任正部級職務的領導菁英，年紀越大者反而越難被中

共選拔為黨、政府領導人，也難長久任於原級別領導職務。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

來的年齡規範，就平均而言的確已落實在黨領導人層級的菁英選拔上。另外，更

重要的意義在於，針對黨領導人的選拔，隨著時間累積的「資深制」，應不是重

要的因素。 

 

表 7-3  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全體菁英 

 晉升領導人 正部級離退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女性 0.70 0.48  -0.02  0.33  
少數族裔 0.33 0.43  -0.12  0.20  
年齡 -0.08 0.02***  0.10  0.01***  
政治性    

入黨年齡 -0.02 0.02  0.00  0.01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1.10 0.27***  -0.67  0.12***  
2.5 年以下 1.68 0.36***  -1.24  0.27***  
5 年以下 0.68 0.40+  -0.85  0.17***  
5 年以上 0.80 0.44+  -0.94  0.22***  

專業性    
研究生以上 0.23 0.29  -0.46  0.19*  
科技財經專長 0.27 0.26  -0.07  0.12  
社科法、人文專長 0.06 0.33  -0.22  0.17  

個數(人) 695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表 p < .001，**表 p < .01，*表 p < .05，+表 p < .1 (雙尾檢定)。 

 
其次，在專業性條件方面，雖然在先前的分析裡顯示菁英的學歷與專長領域

等條件對晉升、離職風險皆有顯著的影響。然而，當控制其他條件，特別是黨職

經歷的因素後，菁英的專業性條件對於晉升領導人則無任何重要性的影響。這說

明了中共對於領導人的選拔，專業性的考量僅為表面上的虛假關係，背後應具有

更深層的影響因素。至於正部級離退事件上，則呈現研究生以上學歷者離職風險

率顯著較低的現象。具研究生以上學歷的領導菁英於正部級離退風險率，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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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者的 0.631 倍（exp(-0.46)）。 

 
再者，就政治性條件而言，與年齡相似的是，在其他條件不變下黨齡因素雖

然係數方向符合預期（入黨年齡越大離職風險率越低），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這表示黨齡因素在其他條件考量下，對於中共高層菁英仕途發展並沒有顯著的幫

助。如此的現象可能在於各級職務年齡規範限制下，黨資深程度非中共選拔高層

幹部的主要考量指標，而是進入菁英階層的「入場資格」。因而這些高層黨政領

導菁英的入黨年齡變異其實有限。10在多數菁英多為成年初期便加入黨的情況

中，中共應具有其他的甄補標準來選拔領導人。 

 

本研究主張「黨職經歷」應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也是中共菁英向上流動

必須具備的條件。在其他條件不變情況下，第一個正部級職務為黨務部門，以及

進入正部級後在 2.5 年內取得黨職經歷的領導菁英，其晉升至黨領導人風險率皆

顯著越高。第一個正部級職務便出任黨職的領導菁英，其晉升風險率為正部級未

經歷黨職者的 3.00 倍（exp(1.10)），而 2.5 年內取得黨職者晉升風險率更是 5.37

倍（exp(1.68)）。這驗證了本研究的核心假設：對於掌握關鍵權力的統治菁英而

言，當越早在前一個層級取得政治性條件認可，則提早得到下一輪晉升的機會。

也說明了中共在組織邏輯下，菁英甄補的確具有一連串黨職經歷的要求，來對這

些菁英進行逐級的政治審查與忠誠檢核，已確保政治路線的遵守。 

 

然而，過早取得黨職經歷的條件對於原級別離退不見得具有絕然的正面影

響。在正部級離退上，相較（正部級）無黨職經歷菁英而言，首任黨正部級職務

菁英於原級別離退風險是無黨職經歷者的 0.512 倍（exp(-0.67)），2.5 年以內任黨

職者則為 0.289 倍（exp(-1.24)），2.5 至 5 年者則是 0.427 倍（exp(-0.85)），至於

任職 5 年以上方擔任黨職的領導菁英則是 0.391 倍（exp(-0.94)）。換句話說，對

仕途僅止於正部級的領導菁英而言，早擔任黨職離職風險的降低幅度，反不如較

晚擔任黨職者，例如五年以上方出任黨職的領導菁英的正部級離退風險率，低於

「5 年以下」出任黨職以及「黨職出身」的領導菁英。如此的分析結果與第五章

「仕途時間」分析中顯示中共領導菁英若在仕途旅程中擔任黨職（因時而異），

                                                 
10 根據筆者的統計，在改革開放後晉升至黨領導人的菁英裡，平均入黨年齡為 21.8 歲，標準差

為 5.07；至於正部級離退的領導幹部平均入黨年齡則是 22.0 歲，標準差為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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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將低其離職風險率的結果相當一致。 

 

以上的分析，在於考量晉升、離退等各種仕途發展結果下，探討領導菁英個

別條件對仕途發展的影響力分析。為了更具體呈現「黨職經歷」條件對菁英晉升

黨領導人、正部級離退不同事件隨著時間動態改變所帶來的影響，在此筆者將菁

英任職正部級職務後，取得黨職經歷資格的不同時間與估計累積增益函數

（predicted CIF）進行綜合比較。如下圖7-2、7-3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7-2  晉升黨領導人的估計累積增益函數：黨職經歷的影響 

 

首先，在全體菁英模型裡，筆者以「未任黨職」者為對照組，11分別檢證「黨

職出身」、「2.5年以下」、「5年以下」、「5年以上」在正部級職務經歷裡出任黨職

時間的晉升至黨領導人之風險差異，具體差異可如圖7-2所示。其中，「黨職出

身」、「2.5年以下」出任黨職的領導菁英具有顯著較高的晉升風險率。從圖7-2可

以發現，菁英黨職出身因素於晉升累積機率之差異相當穩定，並未隨著正部級任

職時間的增加，斜率產生重大的變化。這顯示對正部級菁英晉升至黨領導人而

言，黨職經歷是一種條件（非資格）認證的因素，呈現儘早取得將越快獲得晉升

資格。以此，在年齡的限制下，若菁英未儘早取得黨職經歷的條件，那麼晉升的

                                                 
11 至於其於模型裡變項數值的設定，筆者設定為男性、漢族、學歷為大學本科（含以下）、以及

不具特定專長領域者，至於年齡與黨齡則以平均數四捨五入帶入，分別是 59 歲與 2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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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將大大將低。換句話說，即便就任正部級一段時間（特別是2.5年後）方取

得黨職經歷的條件，晉升風險率也不至產生重大改變。 

 

然而，對仕途發展僅止於正部級離退的領導菁英來說，黨職經歷卻是隨著時

間累積，降低菁英離職風險率的重要因素。如下圖7-3所示。實證模型顯示黨職

經歷不因任職時間差異，皆具降低離職風險率的影響。從圖7-3可以發現，未擔

任黨職者的離職風險率，其他類別（各時間點任黨職者）的風險率存在一定程度

的差距。同時，大約在菁英就任正部級五年左右，尚未出任黨職菁英累積離職機

率的增加幅度明顯大於已出任黨職者。但如此的差異又隨著時間因素（約任職十

年後）慢慢縮小，這表示隨著仕途經歷的累積，黨職菁英皆能降低離職風險，與

晉升至黨領導人事件狀態相當不同。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7-3  正部級離退的估計累積增益函數：黨職經歷的影響  

 
三、專業菁英的模型檢證 

以上的分析，具體呈現了中共領導菁英專業性條件與仕途發展結果的關聯性

如何受到黨職經歷條件的影響。在退休制度規範的建立與落實下，我們證實中共

高層領導職務選拔，的確存在菁英向上流動的潛規則。具體而言，各級菁英倘若

能夠越早取得黨領導職務經歷，那麼將具有進一步仕途發展的可能性。反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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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改革開放後中共應即透過各級領導職務的黨職歷練，來篩選確保與高層路線

一致之政治菁英。至於專業性的影響，僅存在學歷條件對正部級離職風險的降低

效果。 

 

按贊助式流動的觀點，領導菁英之所以取得高學歷，來自於黨有意識的贊

助、栽培。以此，在相同的學歷程度下，「畢業年齡」將成為釐清專業性是否來

自政治贊助可以具體觀察的指標。與五、六章相同分析邏輯下，接著筆者將置入

畢業年齡的變項，來分析具大學學歷以上的專業菁英是否存在政治贊助的現象，

如表 7-4 所示。 

 

表 7-4  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專業菁英 

 晉升領導人 正部級離退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女性 0.97 0.55+ -0.20  0.47  
少數族裔 -0.24 0.69  0.39  0.23+  
年齡 -0.08 0.02***  0.14  0.02***  
政治性    

入黨年齡 -0.01 0.02  0.00  0.01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1.31 0.35***  -0.69  0.22**  
2.5 年以下 1.51 0.46***  -1.13  0.44**  
5 年以下 0.53 0.52  -0.81  0.31**  
5 年以上 0.10 0.57  -0.74  0.29**  

專業性    
研究生以上 0.28 0.41  -0.36  0.27  
科技財經專長 0.04 0.42  0.37  0.26  
社科法、人文專長 -0.25 0.48  0.18  0.29  
畢業年齡 -0.02 0.02  0.01  0.02  

個數(人) 344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表 p < .001，**表 p < .01，*表 p < .05，+表 p < .1 (雙尾檢定)。 

 

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基本上專業菁英模型分析結果與全體菁英模型相

當一致：年齡較輕領導菁英晉升至黨領導人風險顯著較高、自正部級離退風險顯

著較低。其次，在政治性條件上，黨職經歷也對專業菁英晉升黨領導人，以及自

正部級離退的正面效果。在其他條件不變下，專業菁英第一個正部級職務，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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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年內任黨職者，則具有顯著較高的晉升風險率。顯示仕途旅程裡越早具有黨

職經歷資格者，能越快地被選拔為黨領導人。而黨職經歷對仕途發展僅只於正部

級離退的領導菁英，則產生因時的變化影響，而非如晉升事件一般，為一種資格、

或條件的認證。 

 

在專業性條件上，全體菁英的檢證結果顯示具有「研究生以上」學歷的領導

菁英，則於黨政正部級職務離退的風險將顯著較低。然而，在控制畢業年齡的因

素後，則原先學歷對於離退風險的影響則不再具有顯著的解釋力。這說明了當考

量可能的政黨贊助影響後，菁英的專業性條件將不再對仕途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換句話說，能夠在正部級職務長期任職的菁英，主要仍來自於黨職經歷的因素。

如此的研究發現就理論上的最大啟示，在於未考量政黨贊助的效果下，或許能對

正部級菁英提出活化的實證證據，主要原因在於控制政治性條件後，專業性條件

仍對中共領導菁英仕途發展具正面的影響效果。然而，如此的效果卻是來自於政

黨贊助的背後干擾。因而，雖然改革開放後中國大陸黨政菁英具有明確邁向專業

化轉型的總體趨勢，然而，透過本節一系列的實證分析，可以發現「只專不紅」

的領導幹部的仕途發展實相當有限，不但晉升的風險較低，在正部級的離退的風

險也顯著較高。換句話說，能夠長久活躍於中共政壇的領導菁英，主要將是那些

受黨忠誠考核認可，被選拔進入黨務系統的領導幹部。 

 

 

第三節  時間效果的檢驗 

 

在仕途發展的歸類下，上一節針對改革開放以來「晉升至黨、政府領導人」、

與「正部級離退」兩者仕途發展結果的領導菁英，進行仕途發展的總體性分析。

雖然，學歷、專長領域等專業性條件對改革開放以降中共領導菁英晉升領導人、

正部級離退皆具有正面影響。但是在控制其他條件後，專業性條件的影響則僅限

於正部級離退中。同時，進一步考量政黨贊助的因素，則專業性條件對菁英流動

的效果將不具有重要的影響力。此外，第二節的實證模型也初步釐清中共高層菁

英體制如何流動的邏輯。在正部層級若能儘早具有黨職領導職務經歷，那麼將具

有較高的機會能晉升至黨領導人，成為掌握統治權力的一份子。相反地，若無法

儘早具有黨職經歷，那麼在仕途過程裡就任黨職者也會有較長的正部級任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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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這些實證基礎上，「黨職經歷」的因素相信可成為觀察者預測現任菁英未

來仕途發展重要指標。 

 

在組織邏輯下，本文主張影響中共菁英流動，不論向上晉升或任職時間的因

素，主要仍來自黨生存考量下的政治忠誠審查、認可。專業性條件或許在組織目

標的改變下開始受到中共重視，然而卻仍必須限制在黨專政的原則下。具體來說

組織邏輯下的菁英流動現象，為專業性條件即使在中共菁英仕途發展裡具有正面

效果，但卻只存在於層級相對較低部門，或背後具有政治贊助因素主導。那麼，

如此的邏輯是否隨著改革開放以來的時間演變有所差異？本節的分析將納入時

間的因素，來探討中共組織邏輯的菁英流動現象是否將隨著時間有所改變。 

 

一、時間效果與趨勢設定： 

在時間效應上，總的來說「重要事件」、「領導人輪替」等因素，皆可能對中

國大陸的菁英流動帶來影響。在事件上，1989 年「六四天安門」扭轉中共改革

開放後以來較為寬鬆的政治氛圍。然而從第四章幹部選拔規範的文件分析裡，可

以發現中共的幹部制度建設規範，並無因個別事件產生重大改變，而是呈現制度

堆積的現象。因此，在這裡筆者主要設定鄧、江、胡等不同領導人的時間影響，

作為探討菁英流動持續與變遷之依據。 

 

接下來我們針對「晉升領導人」、「正部級離退」兩者事件發生風險率進行時

間效應的分析。在上一節分析基礎上，除了個人背景因素以外，影響中共菁英晉

升黨領導人風險因素主要來自於黨職經歷，正部級離退則是黨職經歷與學歷因

素。值得說明的是，由於黨職經歷對領導菁英正部級離退風險影響主要為「因時

而異」的效果。如此的效應主要跟隨著菁英任職時間的動態改變，應不將菁英於

不同領導人下的特定時空進入正部級階層下而有所差異。因此，在正部級離退

上，筆者主要在於進一步釐清與說明專業性條件，特別是學歷因素的效果。以此，

本節中主要探討的時間趨勢將是：（1）黨職經歷對菁英晉升黨領導人風險影響，

是否在不同領導人下有所差異？（2）學歷對菁英正部級離退風險影響，是否在

不同領導人下有所差異？ 

 

本節沿用交互作用項的檢證方式，來探討影響菁英仕途發展結果的時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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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上一節的模型設定基礎上，筆者以鄧小平時期（1978 至 1993 年 12 月）

為對照組，分別探索江澤民時期（1994 年至 2003 年 2 月），胡錦濤時期（2003

年 3 月至 2008 年 3 月）等不同時間點晉升、離退菁英的時空差異，同時也設定

黨職經歷、學歷的交互作用項來檢驗「時間異質性」的影響。特別要強調的是，

「晉升領導人」的比較時間點是以「晉升事件之時間」作為比較基準，而「正部

級離退」則是以領導菁英「出任正部級職務之時間」為比較時間點，而非「離退

事件」發生的時間。以此檢驗不同領導人是否具有相異的幹部選拔邏輯。 

 

二、政治性條件與「晉升黨領導人」風險：釐清黨職經歷的時間效應 

對晉升領導人事件風險而言，先前的分析發現在正部級越早取得黨職經歷資

格的領導菁英，則將能越快地被選拔為黨領導人，這表示菁英向上流動取決於黨

職的檢核與認可。那麼，改革開放以降如此的邏輯是否有所改變？還是如此的現

象是中共政權特性下固然具有的本質邏輯？檢證結果如下表 7-5 所示。為了簡化

模型資訊，更集中於時間效果的討論，在表中筆者僅列達統計顯著水準的變項，

但基本模型設定則與全體菁英檢證模型一致。 

 

模型一顯示的是純時間效果（pure effect）。在控制其他個人條件下，可以發

現江、胡時期選拔的黨領導人晉升風險皆較鄧小平時期顯著來的低。江時期菁英

晉升黨領導人風險率，是鄧時期的 0.304 倍（exp(-1.19)），胡時期則是鄧時期的

0.154 倍（exp(-1.87)）。這表示平均來說，中共領導菁英從進入正部級職務後，

晉升至黨領導人所需的時間是越來越多的。如此的時空環境差異可能來自於兩個

原因。首先，對於鄧小平時期晉升的菁英，多數在文革時期已累積一定的正部級

資歷，而由於本研究並無處理資歷累積的中斷問題，因而造成鄧時期菁英正部級

經歷的低估與漏失。另一方面，這些可能意味著領導幹部於正部級職務的政績表

現，隨著時間演變日漸受到中共高層重要，因此需要一段時間的在職表現，來評

估這些菁英的領導與執政能力。 

 

那麼，黨職經歷的影響是否在不同領導人時空下有所差異？由於總體時間效

果呈現晚進菁英晉升領導人風險降低，即所需時間增加的現象。以此在模型二中

筆者合併正部級黨職出身，以及 2.5 年以內任正部級黨職的因素，來探索時間效

果下的交互作用項影響力。結果顯示，時間異質性的作用並無達統計上的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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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這表示即使江時期已降中共領導人的菁英選拔呈現晉升風險較低的現象。然

而儘早取得黨職經歷資格對晉升的影響卻無系統性的改變。12因此，總體而言，

雖然不同時空下領導人晉升速度有所差異，但透過黨職經歷取得以向上流動的晉

升模式與邏輯，改革開放至今可說是相當一致的。 

 

表 7-5  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晉升領導人」時間效果的檢驗 

 模型一 模型二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年齡 -0.10 0.02***  -0.10  0.02***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1.12 0.27***  1.01  0.28***  
2.5 年以下 1.90 0.37***  1.75  0.42***  
5 年以下 1.05 0.41*  1.04  0.54  
5 年以上 1.06 0.41*  0.73  0.78  

時間效果    
江澤民時間 -1.19 0.29***  -1.73  0.59**  
胡錦濤時期 -1.87 0.34***  -1.81  0.35***  

時間異質性    
江時期*2.5 年以下  0.57  0.66  
胡時期*2.5 年以下  0.59  0.89  
江時期*2.5 年以上  0.98  0.86  
胡時期*2.5 年以上  -1.25  1.05  

個數(人) 695 695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表 p < .001，**表 p < .01，*表 p < .05，+表 p < .1 (雙尾檢定)。 

 

透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來中共透過黨職的認可與篩選菁英

向上流動的方式雖然具有不同時空下的時間差異，並模式上未產生系統性的改

變。這說明了黨職經歷與晉升至領導人的因果關係，應是屬於中共政權特性下固

然具有的本質邏輯，即使隨著時間演變黨調整組織目標，但如此的根本邏輯仍是

穩固存在的。 

                                                 
12 另外，在控制時間效果後，原先未具影響力的「5 年以下」出任黨職因素也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但由於我們納入時空因素方出現如此的效應，這僅代表對下特定領導人時期下，平均而言 5 年以

下出任黨職者相較於無黨職經歷領導人而言，晉升風險率也較高。但這與先前的分析結果並無重

大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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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性條件與「正部級離退」風險：釐清學歷因素的時間效應 

在分析晉升黨、政府領導人風險的時間效應後，接者筆者將探討專業性條件

與正部級離退風險關聯性的時間效應。從組織邏輯而言，相較於同樣具有專業性

條件的領導菁英，又紅又專的領導幹部應較為中共所重用，離職風險較低。然而，

在控制政治性條件下，上一節分析顯示學歷對中共領導菁英正部級離退風險率有

降低的效果。這表示正部級的黨政菁英組合某種程度具菁英分立的意涵存在。雖

然如此的因果關聯性控制政黨贊助效果便不存在，但必須釐清進一步的是專業性

條件的影響，是否有時空環境的差異？或是這是改革開放以來普遍存在的現象？ 

 

表 7-6 為黨政菁英於正部級離退風險時間效果的檢驗。在模型一中，筆者檢

驗是否具有不同時空離職風險的差異。而為了回答上述問題，我們也在模型二裡

置入學歷「研究生以上」與江、胡時期變項的交互作用項。首先，在時間效果上，

可以發現仕途發展止於正部級職務的中共領導菁英，其離職風險率並未因不同領

導人有所差異，同時原先具有顯著影響力的個人條件因素，也相當穩定。 

 

其次，在時間異質性方面，表 7-6 顯示研究生以上學歷（模型二）因素對離

職風險率的影響，並未產生因不同時期而異的關聯性差異。當控制不同時期的關

聯性交互作用項後，則原先「研究生以上」係數所表示的是鄧小平時期學歷與離

職風險的因果關聯性。與先前分析不同的是，「研究生以上」或交互作用項，皆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表示當我們加入交互作用項後，將稀釋了原先學歷「研

究生以上」變項對正部級離職風險的解釋力，造成三者變項皆未具有統計顯著影

響力。因而，這表示專業性條件對離職風險的影響，應是不同領導人下的「普遍

存在」之現象，也未隨著不同領導人的更迭而產生系統性的改變。 

 

透過領導菁英於正部級離退風險時間效果的檢驗，可以發現專業性條件對菁

英於正部級離退風險的影響，並未隨著改革開放以來的時間演變有所不同。總的

來說，透過本節時間效果的檢視，筆者發現改革開放以降雖然平均而言晉升至黨

領導人的時間有日漸增加的現象，但流動邏輯卻相當穩定，同時就仕途發展僅止

正部級離退的領導菁英而言，也呈現影響因素相當穩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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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正部級離退」時間效果的檢驗 

 模型一 模型二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年齡 0.10 0.01***  0.10  0.01***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0.66 0.12***  -0.66  0.12***  
2.5 年以下 -1.23 0.27***  -1.23  0.28***  
5 年以下 -0.85 0.17***  -0.84  0.17***  
5 年以上 -0.94 0.22***  -0.94  0.22***  

專業性    
研究生以上 -0.46 0.19*  -0.10  0.24  

時間效果    
江澤民時間 -0.06 0.13  0.00  0.14  
胡錦濤時期 0.04 0.37  0.27  0.45  

時間異質性   
江時期*研究生學歷  -0.63 0.38  
胡時期*研究生學歷  -0.76 0.76  

個數(人) 695 695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表 p < .001，**表 p < .01，*表 p < .05，+表 p < .1 (雙尾檢定)。 

 

如此的現象也證實了本研究重要的核心論述，在組織邏輯下，雖然中共具有

調整黨組織成員的需求，但正因為調整是為了符合黨執政地位維繫的需要，因此

也必須限制在不危害其地位的範圍之內。具體菁英流動現象便是黨職經歷的政治

性條件決定了中共領導菁英的仕途發展結果，專業性條件的重要性應來自於黨贊

助的背後邏輯。而即使個人專業性條件，在考量政治性下對仕途發展具正面效

益，但應也是來自於層級較低的非核心職位。以此，即使菁英得以憑藉專業知識

技能進入黨政正部級部門，但透過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則其仕途發展將相當有

限，不但晉升至領導人的機會相當低；同時也很難在領導職務上具有一展長才的

長久任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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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模型的預測意義：派系因素的融合 

 

上節的實證分析主要從時間軸向出發，檢證改革開放後中共菁英流動邏輯是

否產生系統性的改變。總體來說黨政領導幹部的仕途發展結果，個人政治性條件

具有決定性影響。在幹部年輕化的政策之下，儘早在正部級出任黨務部門職務，

包括中共中央各部、中紀委副書記、省（市、區）委書記的領導幹部，將能較快

的晉升至領導人。再者，雖然個人的學歷條件對菁英正部級任職時間的長短有所

影響，但如此的影響實來自於政黨贊助的背後邏輯。值得注意的是，透過上節檢

證結果顯示，如此組織邏輯甄補下所形塑的中共菁英流動模式至今仍未具有系統

性的改變。 

 

在前述的分析裡，我們發現「年齡」、「黨職經歷」的客觀指標對於黨政領導

菁英的仕途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們主要從中國「黨國體制」

下政權演變的角度來詮釋這些因素的背後意義。為了探索其背後更深刻的政治性

意涵，本節中將從派系背景的角度切入，說明從這些客觀指標，如何具有領導人

與幹部間個人關係的意涵存在，同時也實際檢驗其融合程度。 

 

一、派系背景與菁英仕途發展的關聯性 

在第四章「菁英甄補與轉型」的總體脈絡分析中，我們說明了江澤民、胡錦

濤主政時期，由於受到前朝領導人「制度遺緒」限制，使得他們上任後即使欲晉

用與自己關係緊密的領導幹部，卻也必須受限於既有規範，特別是屆齡離退的限

制。在「逐級晉用」的基本原則下，這表示著領導人勢必儘早晉用這些領導菁英

他們，以讓他們能夠有時間較長的仕途旅程來發揮更大的影響力。因此，在相同

級別上，領導幹部的「年齡」大小或許可以成為外界尋找幹部與領導人是否存在

隱匿私人關係的切入點之一。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發展「黨職經歷」的客觀指標，來解釋中共領導菁英的

晉升、離退現象，背後的理論依據在於中共為確保專政地位的維持，對黨職菁英

選拔應具更嚴格的政治忠誠要求。因此，在各級職務的晉升中，越早取得黨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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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的菁英，將能越快晉升與降低離退可能性。本章的分析也證實了如此組織邏輯

的核心假設。進一步的說，由於黨領導人是黨的決策中心，對幹部考察與審核也

具充分的決定權。因此宏觀來說，不同領導人時期裡所謂的「政治審查、認可」，

與私人的「派系關係」應具一定程度的重合。可以理解的是，為了掌握黨機器，

領導人對於這些關鍵的黨職將可能晉用與自己關係較為密切的領導幹部，已維持

自身的權力穩固。因此，除了「年齡」之外，中共領導幹部的黨職經歷也將有效

解釋與預測其仕途發展的重要指標。 

 

為了證實年齡與黨職經歷的派系意涵，首先讓我們先確立菁英派系背景的對

個人仕途發展的影響。在此沿用第四章具「上海經驗」以及「共青團」發跡的定

義範圍，將這些具派系背景的領導菁英分別進行過錄。值得強調的是，領導人與

幹部之間的「個人關係」應具程度差異，然而由於本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對於「派

系關係」進行系統性的探討。因而僅以較為簡化的二分類方式進行比較。另一方

面，也因為鄧小平時期的幹部選拔規範尚於發展階段，「年齡」、「黨職經歷」等

客觀指標或許較難具有派系的背後意義；同時鄧時期的菁英選拔，也因為與陳雲

具路線之爭充斥妥協色彩。基於這些原因，在此暫不檢證鄧小平時期的派系政治

現象。 

 

中共黨政領導菁英的「派系背景」對於仕途發展是否具有正面影響？在此，

我們將針對「晉升黨領導人」、「正部級離退」兩類事件分別進行初步分析，檢證

結果如下表 7-7 所示。由於這些派系背景本身已具有不同領導人主政下的時間意

涵，因此也不需要特別控制時間效應的存在。總的來說，針對改革開放後曾晉升

黨領導人、以及黨政正部級職務離退的菁英而言，具有上海經驗與共青團發跡領

導幹部的確具有較佳的仕途發展結果。相較於無派系背景而言，具上海經驗的領

導菁英晉升至領導人風險率為其 5.871 倍（exp(1.77)），共青團發跡菁英的晉升

風險則是 2.203 倍（exp(0.79)）。至於正部級離退而言，具上海經驗菁英離退風

險率則是無派系背景的 0.164 倍（exp(-1.81)），而共青團發跡幹部則是 0.317 倍

（exp(-1.15)）。換句話說，具有派系背景的領導幹部，晉升至領導人所需的時間

較短；同時，也有較長的正部級職務任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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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派系背景與競爭性風險事件之關聯性分析 

 晉升黨領導人 正部級離退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派系背景    

上海經驗 1.77 0.34***  -1.81  0.50***  
共青團發跡 0.79 0.35*  -1.15  0.29***  

個數(人) 700 700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表 p < .001，**表 p < .01，*表 p < .05，+表 p < .1 (雙尾檢定)。 

 

透過以上的初步檢證，可以發現具有特定派系背景的領導幹部，的確具有較

佳的仕途發展。不但將縮短晉升至黨領導人的所需時間，同時在正部級職位上也

具較長的仕途旅程。接下來，我們將進一步檢視本研究所發展的「年齡」與「黨

職經歷」指標，是否具有派系的背後意涵。 

 

二、組織邏輯模型：派系因素解釋力的檢證 

雖然派系背景所強調的個人關係應非屬於二元概念，而是具有親疏程度差

異。然而，以特定關係網絡劃定範圍，運用二分方式進行比較，或許也是較為嚴

謹的定義方式。透過上述的檢驗，可以確立改革開放後的中共菁英流動演變，當

領導幹部擁有上海經驗、共青團發跡等派系背景，的確對其仕途發展具有正面的

影響。 

 

那麼，我們是否可運用「年齡」、「黨職經歷等」客觀指標，來指涉江澤民以

降的中共菁英甄補存在如此私人關係的現象？在此將以本研究所發展的組織邏

輯解釋模型，加入「上海經驗」、「共青團發跡」兩者變項，針對晉升黨領導人與

正部級離退等事件進行模型檢證。經由表 7-7 與 7-8 分析結果的係數比較，將可

以大致呈現不同變項之間是否具有相同的解釋力。 

 

結果如表 7-8 所示。可以發現在控制其他個人條件下，「共青團發跡」變項

在「晉升黨領導人」、「正部級離退」兩者事件上皆無統計顯著影響力，與表 7-7

的分析結果相當不同。這表示在加入本研究的模型後，原先團系背景對中共領導

菁英仕途發展影響的解釋力，將為「年齡」、「黨職經歷」等變項所吸收。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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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個客觀變項，的確涵蓋了團派背景在中共仕途發展的具體現象。另一方面，

在加入其他變數後，具「上海經驗」的領導菁英晉升黨領導人風險仍顯著較高，

同時正部級離退風險顯著較低，與表 7-7 分析結果一致。然而，經由係數比較

（1.77 1.62，以及-1.81 -1.52），仍可發現部份解釋力仍有被「年齡」、「黨職

經歷」所涵蓋的現象。值得強調的是，雖然變化方向如我們所預期，但如此差異

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這表示本研究所發展的組織邏輯模型，無法完全地涵蓋江

澤民時期晉用具上海經驗領導菁英的現象。 

 

表 7-8  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派系背景的解釋 

 晉升黨領導人 正部級離退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女性 0.67 0.45  0.04  0.33  
少數族裔 0.42 0.43  -0.12  0.20  
年齡 -0.08 0.02***  0.10  0.01***  
政治性    

入黨年齡 -0.03 0.02  0.00  0.01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1.06 0.27***  -0.63  0.13***  
2.5 年以下 1.74 0.35***  -1.17  0.28***  
5 年以下 0.52 0.41  -0.82  0.18***  
5 年以上 0.86 0.45  -0.97  0.21***  

專業性    
研究生以上 0.19 0.29  -0.42  0.18*  
科技財經專長 0.13 0.26  0.01  0.12  
社科法、人文專長 0.08 0.34  -0.20  0.17  

派系背景    
上海經驗 1.62 0.31***  -1.52  0.52**  
共青團發跡 -0.28 0.38  -0.37  0.26  

個數(人) 695 695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表 p < .001，**表 p < .01，*表 p < .05，+表 p < .1 (雙尾檢定)。 

 

上述的分析初步說明派系背景對於中共領導菁英仕途發展的正面影響，以及

檢驗領導菁英的「年齡」、「黨職經歷」等個人條件，背後所具有的的派系意涵。

其中，「共青團發跡」對於仕途發展的影響力，可說是完全為「年齡」、「黨職經

歷」等客觀指標所取代的。至於「上海經驗」的影響，雖然方向符合預期，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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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現其獨特性。那麼，為何兩者會具有如此差異？首先，由於本文的研究個案

乃鎖定黨政正部級以上的研究個案，從第四章第二節的彙整裡，可以發現具上海

經驗的個案僅有 18 位（含江澤民等任上海市委書記與市長者），與共青團的 47

位將去甚遠。在個案較少的情況下，則如此的特殊性可能被過度凸顯。 

 

除了研究個案的侷限外，另一種可能性是來自於江澤民提拔「上海經驗」幹

部的特殊性。雖然胡錦濤與共青團的關係密切，讓其上任後大量提拔團系幹部。

但事實上共青團身為一個合法的全國性組織，原先就是被賦予「幹部輸送」的組

織任務。13這使得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陸菁英流動的長期趨勢下，江澤民晉用上

海經驗幹部成為特定時期的專有現象。如此的專有現象也讓我們無法運用年齡、

黨職經歷等客觀指標解釋上海經驗幹部仕途發展的結果。舉例而言，共青團原本

對各級領導幹部便具有離開崗位的年齡限制。14這也讓這些團派發跡的幹部，在

轉任黨政領導職務後，具有年齡上的競爭優勢。 

 

最後，從發展歷程來看，能夠以客觀指標涵蓋派系因素對菁英仕途發展解釋

力的現象，主要是胡錦濤主政時期下的團系幹部的仕途歷程。因此，如此的差異

可能來自於制度建設的實際落實結果。從領導人的心態而言，江澤民就任初期中

共幹部選拔制度建設畢竟仍有許多範疇並未發展出明確制度規定，例如黨領導人

的退休限制、任期限制等等。使得江選用這些與自己關係密切的上海幹部，或許

不會考量到儘早選拔他們，讓他們能夠有較長仕途旅程的好處；抑或儘早安排他

們就任黨職，以能夠盡快取得向上晉升的競爭優勢。然而，這些規範、慣例或潛

規則在胡錦濤時期進一步落實下，使得外界能夠運用年齡、黨職經歷等客觀指

標，來呈現菁英仕途發展過程裡派系因素的影響力。總得來說，可以確定的是，

若我們欲對於現今活躍於中共政壇正部級領菁英的仕途發展進行預測，透過本章

的實證分析，年齡以及黨職經歷的個人條件，絕對是研究者不可忽視的關鍵因素。 

 

 

 

 

                                                 
13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量 vs.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頁 76-82。 
14 關於團系各級幹部的年齡限制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般不超過 45 歲，其中 35-38 歲左右的

人數應占總數一半左右。團中央正副部長、省團委書記一般不超過 40 歲等。同前註，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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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中共菁英仕途發展與流動的邏輯 

 

為了更深刻呈現中共改革開放以來「有限活化」的菁英體制特性與運作模

式，本章針對「晉升黨、政府領導人」以及「正部級離退」等菁英不同仕途發展

結果進行事件史競爭風險之分析。在總體趨勢上，改革開放以降中共多數正部級

領導菁英能夠晉升，或在原級職離退的時間約在 5-7 年左右；而大幅晉升、離退

的流動現象在菁英任職正部級職務約 10 年後，變動幅度則變得相當有限。這表

示當中共領導幹部晉升至正部職級別後，5 至 7 年將是決定他們能否進一步晉

升，或是在原級別離退的重要關鍵。 

 

那麼，影響菁英晉升、離退事件風險率高低的個人條件為何？中共菁英流動

存在著何者特色？在菁英基本條件上，年齡越輕則晉升至黨領導人速度越快，以

及正部級離退可能性越低的現象。這表示針對黨領導人的選拔，時間累積的資深

制反而不是重要的因素。 

 

就組織邏輯所關注的菁英政治性條件部份，本章發現「黨職經歷」是解釋中

共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重要指標。透過實證分析結果發現，若領導菁英能夠在正

部級儘早取得黨職經歷的資格，那麼晉升至黨領導人的所需時間也越短。這表示

對於掌握關鍵權力的統治菁英而言，當越早在前一個層級取得政治性條件認可，

則提早得到下一輪晉升的機會。另一方面，對仕途發展僅止於正部級職務的菁英

而言，能夠增加他們任職時間的因素將是盡可能的留在黨務部門任職。換句話

說，由於中共的權力維持考量，改革開放後黨職菁英流動的確是幅度較小的。其

次，專業性條件對中共菁英仕途發展影響上，當我們考量政黨贊助的可能性後，

將不具重要的解釋力。菁英的專業性條件雖然表面上對領導幹部在正部級職務任

職時間上有正面助益，但如此的效果卻來自於政黨栽培的背後支持。 

 

那麼，中共如此以政治性條件，特別是黨職經歷為主的菁英流動模式，改革

開放以來是否有所改變？本章以鄧、江、胡不同領導人主政下的時空環境為基準

進行比較，結果顯示雖然江、胡時期所選拔的黨領導人，需要較長的正部級職務

經歷，但是以透過黨職的認可與篩選讓菁英向上流動的邏輯與模式，並沒有系統



 187

性的差異。這說明了黨職經歷與晉升至領導人的因果關係，應是屬於中共政權特

性下固然具有的本質邏輯，即使隨著時間演變進行黨組織目標的調整，但如此的

根本邏輯仍是穩固存在的。 

 

最後，本章對於中共菁英流動裡重要的「政治性」條件，賦予派系政治的理

論意涵。在幹部選拔規範的累積下，中共領導人即使欲晉用個人關係較為密切的

領導幹部，則也必須符合屆齡離退的限制，以及黨職經歷的潛規則。因此，若外

界欲預測現今活躍於中共政壇正部級領菁英未來的仕途發展，那麼，年齡以及黨

職經歷等客觀指標，絕對是研究者不可忽視的關鍵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