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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在第四章建立中共幹部選拔規範的累積趨勢，以及菁英構成總體的演變脈絡

後，五到七章間，筆者分別針對黨政部門的菁英甄補，以及菁英仕途旅程與發展

結果的課題進行實證分析，檢驗中共菁英流動演變的趨勢與特色。在這一章裡，

我們將統合這幾章的分析結果，闡述在黨國體制的演變下，中國大陸菁英體制如

何在組織邏輯作用中出現有限活化菁英體制的特色。首先，我們將統整本研究的

主要論點與研究發現，也藉由本研究發現對中共未來政權發展的前景，提出菁英

研究途徑的解釋。最後，說明本文研究貢獻、研究限制與未來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一節  中國大陸政治菁英流動的持續與變遷：有限活化的特色 

 

本研究的主要課題，在於探討改革開放以來中國大陸政治菁英流動的演變型

態與趨勢。目的在於釐清掌握權力的中共菁英，在時間進程下為甄補相似型態人

選進入政治階層，或是在選拔不同屬性菁英下已產生系統性變化之群體。本節將

統整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發現，包括中共黨國體制演變的組織邏輯動力，以及「有

限活化」菁英流動的具體現象，並闡述本論文研究發現對於預測中共未來政體發

展方向之意涵。 

 

一、黨國體制下的菁英流動：組織邏輯的連結 

作為一個自主性的組織，維繫組織生存將是組織領導人最重要的責任之一。

由於外在環境對於組織存活有重大的影響，因此領導人可能主動的改變組織目

標，或被動的適應來調整組織路線來維繫組織運作與地位。因此，領導人調整組

織目標、內部成員的動機，應主要是以維持組織生存為目的。 

 

以此，本研究從組織邏輯切入，探討中共改革開放以來菁英甄補邏輯的思

路。從黨國體制來看，改革開放後中共的政權演變，如同多數共黨國家般走向重

視經濟建設、動員式意識型態的作用降低等後極權政體特色；同時 90 年代以降

對私有化更進行大幅度的調整與改造，讓中共的政權演化進入一個與多數共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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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不同的發展階段。另一方面，與發展型國家相似的是，中共領導人充分授權技

術經濟官僚追求高速經濟成長以加強政權統治正當性，然而在黨國體制的演變過

程裡，中共卻始終緊握一黨專政的根本原則，天安門事件後更持續加強社會管制

與思想控制。這說明了「經濟建設、發展」的組織目標轉移，主要為黨「專政」

地位維持所服務，因而任何伴隨而來的人事成員調整，其調整幅度也將限縮在生

存的最終目的內。總的來說，「調整為了生存，調整幅度也必須限制在生存目的

下」的組織邏輯，應可作為外界理解改革開放以來中共菁英甄補的主要思路。 

 

在組織邏輯的引導下，本研究以前朝領導人所建立的「制度遺緒」、現任領

導人「組織目標」以及「權力維持」考量等三個因素來說明 80 年代以來中共幹

部選拔規範的制度建設的演變。鄧小平復權後將黨路線從毛時期的「階級鬥爭」

轉移至「實現四個現代化、提高生產力為中心」的務實路線。然而，黨內成員年

齡過大與能力不足的問題使得實現黨目標產生困難。以此，在「幹部四化」的原

則下 80 年代開始制訂一系列的幹部選拔政策；但也不斷利用政治審查的手段來

確保領導幹部對黨路線效忠。顯然地，鄧小平時期的菁英甄補深受組織目標調整

以及領導人權力維持的考量。 

 

另一方面，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的菁英甄補，則深受鄧時期建立的制度遺緒

所制約。1992 鄧小平南巡後，中共領導人無明顯的路線之爭，亦無出現危害黨

統治正當性的重大社會、經濟危機，這使得江以降的幹部甄補規範呈現制度堆積

的現象。如此的趨勢體現於後鄧時期的制度規範、慣例，都是針對不足之處加以

補充，並無否定舊規範的現象；同時，即便江、胡等領導人欲晉用與自己關係密

切的幹部，也必須符合這些制度規範。因而後鄧小平時期的菁英甄補，深受制度

遺緒的限制以及領導人權力維持考量的影響。這使得 80 年代以來中共的菁英甄

補模式具有相當一致性的邏輯，即發展為工具性目的，專政為根本原則的融合。 

 

二、有限活化的菁英流動 

除了運用法規文件的梳理，來呈現中共改革開放以來甄補邏輯一致性的趨勢

外。那麼，如此邏輯的菁英甄補，將為中國大陸菁英流動帶來何者具體現象？從

菁英理論來看，便是菁英群體在邁向活化的轉型過程裡，仍具有黨執政地位維持

的「限制」，而呈現「有限活化」菁英流動的現象。為此，本研究蒐集 1978 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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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中共黨政正部級以上領導菁英的清單與人事資料，運用系統性的量化分析來描

繪有限活化菁英流動的具體樣態，本研究成果摘述，可見下表 8-1 所示。 

 

表 8-1  研究發現的摘述 

 研究發現 

黨國體制的組

織邏輯 

1. 鄧小平時期：一個中心、兩個基本點；江、胡時期延續鄧小平的黨路線。 
2. 「發展、建設」的黨目的轉移，主要為黨「專政」地位維持所服務，因而如

此的調整幅度也將限縮在生存的最終目的內。 
總體演變 

（假設一） 
地區流動，少數族裔增加、年齡降低、學歷提升、入黨年齡下降。

職務趨勢比較

（假設二） 

1.年齡：年輕化從政府正部級職務開始。 
2.入黨年齡：從政府部門開始增加，晚於年齡變化

的時間點，表示 80 年代的菁英輪替仍甄補黨齡

資深的幹部。 
3.專業化與知識化：政府部門優先於黨務部門。 

模型檢證 
（假設三） 

1.黨務與政府部門菁英具政治性條件差異：黨菁英

入黨年齡較低、黨職出身比例較高。 
2. 政府部門無系統性的甄補特定專長菁英。 

部門差異 

時間趨勢 
（假設二） 

1.政府部門菁英來自黨職出身的比例增加。 
2.黨務部門菁英科技、技術專長的比例增加。 

任職時間 
（假設四） 

1.黨務部門菁英的流動率，較政府部門菁英低。 
2.第一個職務就任黨職對菁英離職風險有預測力。 
3.學歷（研究以上）、專長領域（社科法、人文）條件能將降低離

職風險。 
4.考量政黨贊助的因素下，學歷、專長對離職風險的影響則不存在。

晉升、離退 
（假設五、六）

1.不論「晉升」、「離退」，任職正部級 5-7 年間決

定了菁英仕途發展結果。 
2.晉升黨領導人：年齡越輕者晉升風險越高、越快

取得黨職經歷（2.5 年內）晉升風險越高。 
3.正部級離退：年齡越高離退風險越低、黨職為因

時而異的影響、學歷（研究生以上）離職風險

低。 
4.考量政黨贊助的影響：專業性條件對正部級離退

風險沒有影響。 

「有限活化」

的菁英流動特

色 

仕途發展 

時間趨勢 

1.江、胡時期晉升黨領導人所需時間增加。 
2.流動邏輯沒有改變。 
3.年齡、黨職經歷的客觀指標，具有派系因素影響

的理論意涵。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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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活化」具體的現象上。首先，在菁英構成方面，包括隨著時間更替下，

具少數族裔背景的幹部增加、平均年齡降低、學歷與專業程度提升、黨資深程度

的下降等趨勢，都具體呈現出中共幹部四化政策的落實。其次，在任職時間上，

本研究也發現菁英個人的學歷條件，能夠降低其於正部級（以上）領導職務的離

職風險，顯示專業菁英能夠具有較長的任職時間。然而，進一步檢視黨務、政府

部門菁英組成以及晉升、離退等流動現象，則可發現中共為了穩固執政地位，所

呈現出來的侷限之處： 

 

1. 政府部門優先於黨務部門的幹部年輕化、專業化、知識化：從不同職務的趨

勢比較下，可以發現政府部門平均年齡的下降，時間上優先於黨務部門。同

時黨資深程度的降低、學歷、不同領域專長菁英的甄補，也是政府部門較黨

務部門優先。這表示政府職務為中共適應外在環境改變與挑戰的活化窗口，

黨主要透過政府部門來吸納不同屬性成員，以提高其治理有效性。 

 

2. 黨務部門菁英與政府部門的政治性條件差異：雖然隨著時間更替，不同級職

的菁英都有條件變化的差異，但黨務部門菁英的政治性要求始終高於政府部

門，包括平均黨資深程度較高（入黨年齡輕），以及黨職出身比例較高。這

說明掌握權力的黨機器，對所屬成員具有更為嚴格，且不變的政治忠誠要求。 

 

3. 黨務部門菁英的專業化轉型以及政府部門菁英的政治性：透過「時間異質性」

的模型檢證，本研究發現 90 年代中期後，黨務部門菁英具科技、技術專長

的比例具顯著的增加趨勢。這表示當專業菁英在政府部門任職後，若通過黨

政治思想、路線考核後，仍有晉升至黨務部門任職的機會，黨務菁英從「紅」

轉型成「又紅又專」的領導幹部，顯示黨務菁英專業化的時程滯後於政府菁

英的趨勢。其次，另一個重要的趨勢在於政府部門菁英來自黨職出身的比例

顯著增加。這也說明儘管政府部門為中共適應外在環境改變與挑戰的活化窗

口，但是這些各領域專長菁英也有越來越高的比例來自於黨務領導職務。這

說明了中共的確透過「黨職」的歷練，有意識的栽培與提拔各領域專業菁英

同時維護政權統治的有效性。因此，以時間為觀察軸向下，本文的實證研究

顯示政府部門則無具有特定專長菁英的集體甄補考量，也無自外於黨的獨立

甄補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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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黨職經歷、政黨贊助對菁英任職時間的影響：在年齡退休限制下，除了學界

過去關注的黨資深程度因素外，本研究主張中共菁英的「黨職經歷」將是一

個相當重要的觀察面向。在以黨領政的基本原則下，黨職幹部應是中共認為

路線、理念與黨中央一致性較高的幹部所擔任。以此，改革開放後中共黨務

部門菁英的流動率，的確比政府部門來得較低。另一方面，當前一個層級下

越早取得黨職經歷資格，則表示得到下一個層級的優先晉升機會。本文也透

過實證分析，證實中共菁英第一個職務正部級職務就任黨職者，其離職風險

較低。同時也以畢業年齡的因素來檢視政黨贊助的效果。在考量政黨贊助的

因素後，本研究發現中共菁英的專業性條件對其任職於領導職務的時間並沒

有重要的影響力。相對來說，無黨職經歷、以及不具政黨贊助的專業菁英的

流動率較高。 

 

5. 黨職經歷、政黨贊助對菁英晉升、離退的影響：首先，在黨職經歷的影響上，

越快取得黨職經歷的菁英，將能越快晉升至黨領導人，符合本文的核心論

述。另一方面，黨職經歷對仕途發展僅止正部級離退的菁英而言並不是一種

「資格、條件」的作用。而是體現在黨職菁英的低流動率，而政府菁英的流

動率較高的現象。其次，在考慮政黨贊助的影響下，不具政治性條件的專業

菁英並無較長的正部級任職時間。這顯示專業性條件對菁英仕途發展結果並

無助益。 

 

6. 流動邏輯的一致性：透過時間效果的檢驗，本研究發現影響中共領導菁英晉

升、離退風險的因素並無系統性的改變。這表示如此的菁英流動邏輯改革開

放以來是相當一致的。最後，我們也檢證「年齡」、「黨職經歷」等客觀指標

派系影響的理論意涵。若外界欲對於現今活躍於中共政壇正部級領菁英仕途

發展進行預測，相同級別年齡較輕、儘早取得黨職經歷的領導幹部，很可能

與領導人存在個人的隱匿關係，因此這些幹部應是我們優先關注的對象。 

 

三、菁英流動的政治發展意涵：中共的未來走向 

在統整本研究的主要論點與研究發現後。那麼，透過「有限活化」的菁英流

動與運作模式的釐清，對於中國大陸未來政治發展的可能走向具有何者理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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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同第一章所說明外界對中共未來發展的評估，在此筆者同樣從「驟然性瓦

解」與「漸進式演變」等兩個面向，來評估中共未來發展的可能走向。 

 

（一） 驟然性瓦解的可能性 

如第一章所強調的，若我們同意「菁英互動」是一國民主轉型的關鍵因素，

那麼，對於中共未來政權發展所賦予的理論意涵，便是短期內中共領導人是否可

能出現「菁英分裂」現象？從本研究所發展出的組織邏輯解釋架構來看，江澤民

以降的中共並無重大的意識型態之爭。「市場經濟」路線儼然已成為後鄧時期中

共內部的主要共識，同時所謂「中國特色」的重點在於服膺中共的一黨領導。因

而，除非短期內中國大陸出現大規模經濟發展停滯，乃至於衰退的現象，讓主要

領導人對黨目標是否再次進行大幅度調整存有爭議。否則意識型態的路線之爭，

將不會成為中共領導人走向分裂的主要導火線。 

 

其次，透過實證分析我們說明了在 80 年代以降的幹部選拔制度建設下，中

共儼然發展出一套菁英更替的遊戲規則。第一，幹部交流機制與任期制的發展，

這表示地方幹部在任職一段時間後必須進行輪替。如此的安排將有助的減緩地方

區域主義的現象，同時更有利於中央政令的貫徹與下達。第二，在屆齡離退限制

的規範下，即便往後領導人欲選拔與自己關係較為密切的領導幹部，則也必須服

膺這些制度的約束，以此降低黨內反彈的聲浪。第三、我們也發現「黨職經歷」

成為領導幹部向上晉升的關鍵性資格。這使得中共得以透過各級黨職歷練的規

範，來確保下級菁英與黨中央路線，或特定時期領導人利益、關係的一致性。透

過上述的分析，本研究認為短期內中共，包括高層領導人、不同派系的人馬、中

央與地方領導幹部，將不至出現菁英分裂或大幅衝突的現象。 

 

（二）漸進式演變的範式：組織邏輯的延伸 

除了以菁英途徑評估中共專政驟然性瓦解的可能性外，若本研究所發展的組

織邏輯能夠解釋中共幹部選拔制度的建設結果。那麼就中國大陸政治改革的範疇

而言，筆者認為未來的相關制度建設規範或許都有進一步拓展的空間。例如黨代

表常任制的試點、中央委員差額選舉的比例擴大等黨內民主建設。主要原因在於

這些措施有助於中共統治正當性的強化。然而，這些出自於黨生存的調整，則最

終將限於中共執政地位確保的前提之下。換句話說，如此有助於生存地位維繫的



 195

調整，不必然是「政治最小幅度改革」的結果，1也不見得如內捲化途徑所強調

的無實質效益增長，而是來自於必須滿足「維繫生存」的根本前提限制。 

 

總的來說，歷經 89 年天安門事件之後的短暫紛亂，中共執政地位仍穩固了

起來。其中，「組織邏輯」或許能夠成為外界觀察改革開放至今中共進行調整措

施以及政權演變的切入點。就政權屬性上，Nathan 認為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共在

歷經領導菁英繼承制度化、國家機構的分殊化（如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及

各種制度輸入（如地方選舉、信訪制度等）的建設下，呈現「韌性威權政體」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特性。然而，Nathan 的觀點過於強調黨內建設改變，

卻忽略毛時期以降的延續性，特別是「革命遺緒」的影響。2或許正如 Linz 所強

調的「後極權政體」與「威權政體」的差異：後極權政體在經歷過意識型態「清

洗」（purge）的歷史經驗，共黨遺緒將持續具有不可磨滅的影響。3而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便是透過經驗資料的支持說明中國大陸菁英流動獨特的演變路徑。背後

的意義即在從「菁英流動」來闡述中共在發展過程中，如何因應、調適乃至於融

合「發展」與「專政」兩者看似矛盾的邏輯，走在一條不同於其他共黨國家的發

展道路上。 

 

 

第二節  研究貢獻 

不同於傳統強調菁英差異與互動模式的研究途徑，本研究從菁英的集體特徵

出發，運用大規模的菁英人事資料來系統性地探討中共菁英流動持續與變遷的課

題。因而，對於中國菁英政治以及社會學的比較菁英流動課題皆具一定程度的貢

獻。 

 

一、中國菁英政治研究的位置 

在中共菁英政治裡，少數的集體菁英研究文獻僅關注不同領導人下中央委員

人員的組成分析。而本研究從貫時性分析的途徑描繪改革開放以來中國大陸菁英

                                                 
1 關於「最小改革論」，可見徐斯儉，「中國大陸九 0 年代之政治改革與制度變遷」，頁 21-22。 
2 劉平譯，Perry, Elizabeth J. 原著，「『告別革命』與中國政治研究」，頁 255。 
3 就定義上，Linz 認為相對於從未經歷極權主義階段的威權國家而言，「後極權主義」最大特色

在於保有或曾經存在滲透於社會深層的統治機制。請見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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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的整體趨勢演變，除了跟這些橫斷性研究存在對話基礎外，更提供一個更為

宏觀的視野來解釋中共菁英流動的演變，補足了先前研究不足之處。另一方面，

雖然外界關注菁英甄補非正式關係與制度規範影響力的消長，但是卻無相關文獻

提供相對應的實證成果。因而，本研究對中國菁英政治領域的最大貢獻之處，便

是呈現改革開放以來中共菁英甄補與流動演變的整體圖像。 

 

二、對比較菁英流動研究的貢獻 

在社會學中菁英流動是一個極為核心的研究議題，在中國大陸的菁英流動上

既有文獻也形成「菁英取代」、「菁英分立」與「菁英融合」等三者對立論述。本

研究從共黨政權演變的角度來解釋中共菁英流動持續與變遷的課題，同時更從

「晉升」、「離退」等仕途發展結果對菁英體制的運作模式進行實證分析。這些研

究發現，都對於傳統社會學途徑主張「菁英階層為單一集合體」的說法提出補充。

以此，本研究認為中共菁英流動實結合「菁英分立」與「菁英融合」論述的內涵，

而其中的連結點，正在於「組織邏輯」的背後運作原則。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方向 

 

本文以「菁英流動」為主題，探索特殊個案—中國大陸跨時演變的趨勢與路

徑。最後，筆者也說明本文研究限制，同時試圖探討相關主題未來可能延伸的研

究方向。 

 

一、以「職位」為主的界定 

在本研究裡，我們將擔任黨政正部級（含以上）職務者界定為政治菁英，同

時也以他們在這些職務的任職時間作為研究標的。雖然這是相當直觀，也符合「職

位」將帶政治權力為背後假設的定義。然而，在中共 90 年代中期以前的菁英政

治裡，具有革命功績的老幹部往往具有非正式職務的政治影響力。最典型的例子

就是 92 年鄧小平南巡時並無出任何黨政職務，卻能夠影響江澤民經改路線的表

態。而本研究為了符合概念定義操作化一致的需要，不得不對所有權力菁英採取

相同的檢視標準，或許也將低估了部份老幹部的非正式影響力，造成可能低估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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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非正式職務權力的影響力。 

 

進入 21 世紀，即便中共菁英政治非正式影響力有降低的趨勢，但針對鄧時

期菁英的研究與相關概念的界定。未來或許可透過相關歷史人物傳記、文件乃至

於重要人士的訪談，來進行更深入的分析，作為量化研究的輔助解釋。 

 

二、客觀指標的進一步發展 

除了對適應性甄補邏輯進行實證研究外，本文對於中共政治菁英研究另一個

重要貢獻，在於發展以「年齡」、「黨職經歷」等客觀指標來解釋黨政領導幹部的

仕途發展，並加以證實這些指標的有效性。然而，在黨政幹部交流制度的推行下，

幹部於不同地方的工作績效與經驗，實已成為領導人選拔幹部的關鍵指標。如各

省、市的經濟表現對於省級領導人升遷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如何進一步發展

如「政績」的客觀指標，相信是未來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 

 

三、次團體菁英的深入研究 

就範圍上，本文所採取的研究對象主要以中央菁英為主。然而，由於改革開

放過程裡，中國大陸區域發展的差異甚大。因此，針對次團體菁英的研究或許是

將來可以發展的研究方向。如透過菁英流動來探索中共的區域發展策略，乃至於

中央與地方關係等重要議題。 

 

四、比較菁英流動研究的拓展 

在中國大陸菁英流動的課題下，本文屬於典型的「個案研究」。然而，針對

特定國家或政治體系深刻的個案研究，只要隱含著不同體系的比較，或與比較研

究理論具一定的關聯性，也可視為比較研究的一類典型。4主要原因在於深刻的

個案探討，將可為往後研究者提供進一步進行比較研究的基礎。5 

 

就本研究而言，相關的操作化變項包括菁英政治性、專業性條件，以及菁英

任職職位與流動型態皆屬相當客觀的「事實狀態」。運用在不同政治系統的個案

                                                 
4 Sidney Verba, “Some Dilemma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1 (October 

1967), pp. 111-127. 
5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nt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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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不至出現嚴重的「概念扭曲」的問題。6因而，未來的研究方向或許可就

現存的共黨國家，包括越南、北韓、古巴進行系統性的比較菁英流動研究，進而

解釋這些現存共黨政權政體發展的差異，甚至將前蘇聯納入比較，從菁英流動的

視角來闡述共黨瓦解或續存的歷史經過；亦或將理論脈絡置於東亞發展型國家

中，探討中共在追求經濟現代化的過程裡，如何在堅持「一黨專政」的基本原則

裡，與其他東亞國家（如台灣、南韓與日本）產生具體菁英流動之差異。 

 

 

 

                                                 
6 David Collier and James E. Mahon,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4 (December 1993), pp. 
845-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