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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黨國體制與菁英流動：有限活化的特色 

 

在菁英論者眼中，他們認為社會大眾將永遠受統治者管制，民主僅存在形式

上的意義。正因為如此，存在一個穩定、有效的菁英選拔、甄補機制，讓菁英群

體能夠「活化」（renewal），對政治穩定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釐清改革開放後中國大陸政治菁英流動的演變與背

後邏輯。透過上一章文獻彙整，我們提到在技術官僚掘起，即菁英邁向專業化轉

型的背景下，中共菁英演變具有「菁英取代」、「菁英分立」與「菁英融合」等三

者對立理論模式。這些文獻雖然刻劃改革開放後中共菁英轉型可能的演變型態與

方向，但並無系統性的理論解釋與相對應的經驗實證結果。由於菁英構成型態往

往反應了一國政權體制所彰顯的價值取向與文化；1同時，在中國大陸的政治環

境裡，黨在菁英甄補過程裡具有絕對重要的影響力。所有國家重大政策、人事的

決定，皆必須透過黨決策來確立，以服膺「黨管幹部」的基本規則。2以此，本

文從中共「黨國體制」（party-state）演變的視角出發，對於菁英流動的課題提出

解釋。在政權演變的脈絡下，我們說明中共調整黨路線的內在邏輯：由於經濟建

設的發展目標主要來自於維護專政之根本目的，使得菁英流動演變融合中共政權

演變過程裡所強調「發展」與「專政」兩者目標，因而形成「有限活化」的菁英

體制。 

 

本章分為五個小節。第一節主要透過比較政治的視野，說明中國政權演變的

特殊性。第二節則從組織理論的脈絡出發，探討中共黨國體制演變的根本邏輯，

筆者建立解釋中共菁英甄補的分析架構，闡述中共領導人如何在「制度遺緒」、「組

織目標」與自身「權力維持」等三個因素作用下甄補菁英。第三節到第五節為本

論文的研究設計，主要是建構中國大陸菁英流動如何具體呈現「有限活化」的現

象，以及介紹本研究的架構、變數測量與研究假設。第四節說明本研究的資料來

源與資料建置。第五節則是本文的研究方法。筆者將介紹如何運用適當的模型設

定來進行以時間為軸向的比較研究，也說明如何運用質變數與事件史分析等統計

                                                 
1 Lester G. Seligman,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6, no. 

3 (August 1964), pp. 612-614. 
2 楊光斌編，當代中國政治制度（北京：華文出版社，2004 年），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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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對菁英任職部門與仕途發展等課題進行實證分析。 

 

 

第一節  轉型的黨國體制：中共政權特性的演變 

 

中國大陸政治菁英流動存在著何者特性？改革開放以來菁英流動持續與變

遷的特色為何？由於高層菁英透過黨來掌握國家機器，因此，在具體解釋菁英流

動的課題之前，我們必須掌握中國大陸黨國體制演變的特性。值得說明的是，「黨

國關係」（party-state relationship）一詞原先是指涉黨與國家機構（如民意、行政

機關）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機構功能分化的議題。3然而，在共黨政權全面掌控

國家機器的基本屬性下，事實上黨國體制指涉的核心議題，便是中共政權基本特

徵的演化。本節將從比較政治的角度切入，以說明典型共黨極權政體運作的基本

模式出發。藉此突顯出中共與其他共黨在政權演變上發展路徑之特殊性，作為理

論推演的基本脈絡。 

 

一、典型的極權政體：政權特性與運作模式 

「極權政體」（totalitarian regimes）一詞，起源於學者對於 1920 至 30 年代

義大利法西斯政權的描述。4在如此的政權型態下，極權主義不存在著國家與社

會的界線，政治組織得以全面性統治與動員民間社會。至 50 年代起，學者通常

也將蘇聯式共產政權視為極權政體的一種典型。主要原因是「意識型態」皆為法

西斯、共黨政權用來動員、組織群眾上相當重要的工具。5而即使同為共黨國家，

「馬克思主義」也並非共黨興起的共同根源。這些國家的共同特色，多來自於工

業化發展的遲緩與中斷（如俄羅斯）、殖民統治與殖民力量的消退（如北韓與越

                                                 
3 如 Guo 便從黨國關係的角度，來說明後毛時期中共與全國人大、政協，以及其他政黨的組織

分工與互動，他認為國家機構仍然扮演著為中共領導人服務，實現其意志的工具性色彩，請見

Sujian Guo, “The Party-State Relationship in Post-Mao China,” China Report, vol. 37, no. 3 (August 
2001), pp. 301-315. 

4 墨索里尼對國家的描述可說是極權政體的典型特徵。他認為國家涵蓋了社會的一切，沒有人能

夠違背國家（everything in the State, nothing outside of the State, nothing against the State），請見

Paul Brooker, Non-Democratic Regimes: Theor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p. 8. 

5 值得說明的是，共產政權與法西斯政體的意識型態內含有極大的差異。請見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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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殖民下國家主義運動的瓦解（如中國與古巴）等不同國情。6總的來說，

極權主義的意識型態、由秘密警察輔助統治的一黨制、對經濟、社會、政治等三

種主要人際關係連結型態的壟斷等三者，可說是極權政體的典型特徵。7 

 

那麼，共產極權體制如何運作？是否有其根本模式？具體來說，我們可以從

政經結構來呈現典型共黨專政下黨國體制的運作特性，如下圖 3-1 所示。其中，

最核心的特徵便是國家由深受馬克思—列寧意識型態影響的執政黨所專政

（Block 1）。在社會主義意識型態裡，資產階級將是必須消滅的敵人。同時，也

由於一黨專政的政治結構，將使產權國家化的形式得以實現。以此，國家對於產

權（property rights）的獨斷支配權，將成為典型共產極權政體的第二層特性（Block 

2）。 

 

基於「馬列極權式政黨」以及「國家對所有權的支配性地位」的特徵，至此，

官僚協調機制將主導國家裡所有的經濟與社會生活，成為落實意識型態的主要媒

介（Block 3）。包括各項產品的生產數量、價格等，皆由官僚協調機制予以決定；

同時，自由企業的競爭、市場的激勵與機制將予以取消，與而代之的是官僚決策

制訂與形成的集中制，讓計畫經濟得以實現（Block 4）。最後，國家將具體出現

一系列典型體制的計畫經濟與社會現象，包括強制性的經濟增長、持續性的消費

短缺、失業率居高不下等特徵（Block 5）。 

 

這些典型共黨極權政體的特性，事實上都可以追溯到更深層次邏輯的解釋因

素。換句話說，正是由於確立了典型社會主義體制的黨國結構與意識型態，方出

現特定的產權形式，而國家所有的產權形式又將使得官僚協調機制處於主導地

位。在計畫經濟的實行下，最終便引出了各種具象的社會經濟特殊現象。8 

 

 

                                                 
6  Chalmers Johnson, “Comparing Communist Nations,”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 
7 請見 Carl J. Friedrich, “The Evolv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Carl J. 

Friedrich, Michael Curtis and Benjamin R. Barber eds.,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Three Views 
(New York: Praeger, 1969), p. 126. 另外，也有學者批評法西斯政體不應歸類為極權政體，認為

法西斯政體涵蓋性應較極權主義來的廣泛，請參見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einner, 2000), p. 2. 

8 Ibid.,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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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請見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61. 

圖 3-1  共黨極權政體的運作模式：不同層次的因果聯繫9 

 

二、從極權政體到後極權政體：從革命到執政建設的調整 

基於上述的討論，可以發現典型共黨極權政體存在環環相扣運作模式的特

性。也由於政權特性使然，雖然不同國家共黨意識型態內涵或許有所差異，但在

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壓力下，這些國家卻有相當類似的發展方向，出現「後極權

政體」（post-totalitarian regimes）的演化路徑。接下來，筆者將說明後極權政體

的演變特徵，同時結合前述典型極權政體的運作模式，說明共產政體演化的動態

變遷過程。 

 

（一） 政權演變的起因 

在典型共黨極權政體運作模式下，大體來說這些國家之所以存在相似的發展

方向，主要在於計畫經濟體制缺乏激勵機制，使得共黨國家並無法達到長期發展

與經濟成長的目標。據統計，蘇聯東歐等國在 60 年代尚仍維持 3%至 5%以上的

經濟成長率，但進入 70 年代，則下降至 2%左右，80 年代更僅至 1%以下。10因

而，計畫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不利於共黨取得執政權後實現成長與發展的目

標，也大大降低其統治正當性，使得共黨國家大多面臨調整黨國體制的內、外在

壓力與調整的過程。11 
                                                 
9 圖裡從左到右的因果連結，顯示特定組內的現象不但受到前一個層次的影響，還直接或間接地

受到更深層次因素的制約， 
10 Ibid., pp. 194-195. 
11 根據 Kornai 的定義，典型共產極權體制運作的最長期間為蘇聯的 60 年。而 1977 年時，全球

約有 32%的人口生活在典型體制下，至 91 年則僅為 0.6%，見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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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此的政權演變是否具更深層的動因？事實上，典型體制模式與國家

追求發展、現代化兩者之間實存在著根本的矛盾。12由於共黨崛起區域多屬經濟

發展較為滯後的國家，而領導人主要透過西方國家階級剝削現象，以建立「消滅

階級差異社會」為目的來說服群眾，取得執政權力。以此，意識型態的「目的」

成為共黨動員群眾，喚起人民的熱情的主要媒介。在取得政權後，共黨卻馬上面

臨如何實現目的的「手段」問題。13由於共黨在宣傳意識型態時，主要通過教育

與鼓舞民眾自我奉獻犧牲、強調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以共同建立無產階

級社會；但另一方面卻透過物質誘因與高壓手段，來迫使專業技術人員參與現代

化建設。因此，為了維持統治強度與正當性，領導人必須不斷進行社會動員，來

維持統治正當性，讓這些國家長期處於不穩定的狀態。14 

 

其次，在國家邁向都市化階段後，大量農民因為生產勞力需要而流入都市，

也讓這些民眾也將成為物質誘因的信徒。這意味著國家計畫強制手段將日益減

弱，意識型態的色彩也逐漸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動機。然而，意識型態與高

壓統治卻是共黨專政權力來源的重要指標。一旦意識型態的重要性減弱、這些因

現代化與都市化形成的生產階級快速成長，共黨領導人將會突然發動恐怖主義來

穩固權力，社會重新回到意識型態主導的政治氛圍。但是當權力穩固後，共黨又

必須面臨發展與生存的壓力。在如此的治亂循環下，意識型態的動員能力將會隨

著社會發展與變遷而逐漸減弱，因此，長期而言共黨將會逐漸摒除動員性政體的

成分，逐漸成為以現代化經濟官僚主導的政權性質。15 

 

（二） 後極權政體的特色 

由於政權基本模式使然，共黨國家的黨國體制發展，不約而同地出現極權政

體色彩淡化的趨勢。相較於圖 3-1 所呈現的典型體制運作模式，顯然地共黨執政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 391. 

12 請參見 Richard. Lowenthal, “Development Versu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 pp. 33-116. 

13  大體來說，我們可以將意識型態的內容區分為「目的」與「手段」兩者。前者指的是「烏托

邦」的內涵，即相對於現狀而言，革命者所欲建立世界的特色與型態。後者則關乎統治者如何

帶領群眾走入理想社會的方式。Wallace 也以「目的文化」(goal culture)與「轉移文化」(transfer 
culture)來定義筆者所指涉的「目的」與「手段」概念，請見 Anthony Wallac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 Random House, 1961), p. 148. 

14  Chalmers Johnson, “Comparing Communist Nations,”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p. 9. 

15 Ibid.,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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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發展方向，主要在於「官僚協調機制」主導地位的弱化（Block 3）。如前所

述，在典型體制裡官僚機制負責各項經濟計畫項目的制訂與執行，而當發展停滯

使社會大眾的不滿升高，則黨必須調整各項計畫項目，甚至與納入市場經濟元素

來減緩民眾對低生活水平的不滿。以此，首當其衝必須調整的便是官僚機制的絕

對主導地位。在引入市場經濟元素下，可以預期地原先官僚階層對計畫經濟下各

類項目控制權將相對降低。16也使得典型體制的計畫經濟內容（Block 4）、樣貌

（Block 5）產生相當一致性的改變。 

 

關於後極權體制所呈現出的特色，首先，一黨專政的政治體系將從個人獨裁

走向集體領導；其次，恐怖主義是這些國家取得政權相當重要的工具，如此的色

彩也隨著政權穩固慢慢減少；再者，經濟結構也從中央管制的計畫經濟，逐漸加

入市場的成分，走向半計畫經濟或市場社會主義；最後，在那些被蘇聯介入建立

的共黨政權，也漸漸展現出國家的獨立性。17至此，外界開始以「後極權主義」

的概念來說明共黨國家的發展。18包括利益團體的興起、政策制訂的過程、技術

菁英的興起、菁英組成的特徵變遷，以及反對與多元菁英的崛起等議題，19都是

學者研究的焦點。 

 

透過上述的討論，可以發現共黨從革命取得政權後，不約而同的多出現走向

後極權政體的特色。那麼，中共的演變軌跡為何？是否具有其特殊性來維持共黨

                                                 
16 必須強調的是，各共黨國家的改革項目、速度與幅度並不一致，在此筆者所強調的是官僚控

制力隨著時間改變減弱的共同趨勢。 
17 Ibid., p. 3. John Ishiyama 則是探討了東歐有關共黨政權的在地化（indigenization）的相關狀況，

請見 John Ishiyama, “Communist Parties in Transition: Structure, Leaders, and Processes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7, no. 2 (January 1995), pp. 
147-166. 

18 此外，Linz 則描述如此「末期極權政體」的特色為高度儀式化與意識型態空洞化、極端的官

僚僵化與極少的組織創新，以及黨統治力量與動員力量的下滑，請見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pp. 247-261 的討論。 

19 有關蘇聯利益團體與政策制訂的相關研究，可參見 Gordon H.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以及 Philip 
Stewart, Political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in Stalingrad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8)；至於政治菁英的相關研究，則可見 Bohdan Harasymiw, 
“Mosca and Moscow: Elite Recruit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In Moshe M. Czudnowski ed., Does 
Who Governs Matter? Elite Circul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DeKalb, Illinois: North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65-292 以及 Mervyn Matthews,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since Stalin (London; Boston: Allen & Unwin, 1982)。另外學者也關注到東

歐共黨對於社會分殊化發展的回應，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可見 Gordon H. Skilling, “Interest 
Group and Communist Politics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1 (October 1983), pp. 1-27 的

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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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政與經濟快速發展的雙重目的？接下來，我們將說明中共黨國體制演變的軌

跡。 

 

三、中共黨國體制演變的特殊性 

就發展歷程來看，由於毛澤東主政下始終強調階級對抗，讓「革命」不僅是

存在於取得政權的過程，連建政後的社會建設也涵蓋著革命思維。在領袖魅力領

導人、不具社會正當性權威結構以及持續動員大眾下，毛澤東領導下中國大陸建

政後持續處於以「階級鬥爭」為綱領的革命動員階段。20換句話說，這個時期的

中共黨國體制始終處於如圖 3-1 所示，為典型體制的基本狀態與運作模式。 

 

1978 年改革開放後，中國大陸方才走出動亂的極權主義階段。在經濟改革

過程不斷增加市場成分的大環境下，階級鬥爭意識型態於政治指導的作用漸漸降

低；同時，壟斷性社會與經濟組織也產生多元化社會經濟結構。在這樣的趨勢下，

外界認為中共極權主義的統治特徵，如多數共黨國家一般逐漸弱化，出現後極權

政體的特徵。林佳龍與徐斯儉認為在意識型態、統治能力、橫向聯繫壟斷等特徵

產生逐漸弱化的趨勢，並出現有限領域多元化的狀況下，中共政權呈現「退化的

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authoritarianism）。21蕭功秦認為在技術官僚治國、低政

治參與及高經濟增長、全能性統治機制的維持下，中共呈現「後全能型的權威政

治」的特性。22這些研究都直指中共政權如同多數列寧式政權一般，終究必須由

革命性政權常軌化（routinzation）到官僚性政權的後極權體制。23 

 

如前所述，後極權政體與典型體制的最大差異，在於出現「官僚協調機制」

走向弱化的趨勢（Block 3）。值得注意的是，多數共黨政權的經濟改革措施，並

未捨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意識型態，而是在既有的政經架構下納入市場化的成

分。然而，中共卻在 90 年代後對產權結構進行更大幅度的調整，以落實「中國

                                                 
20 所謂「不具正當性的社會威權結構」指的是中共的階級鬥爭，往往指涉既有社會裡掌握權力

的特定革命對象。如取得政權前的國民黨，建政後的資產階級，皆是他們強調要打倒的對象，

請見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11. 

21 林佳龍、徐斯儉，「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來發展」，林佳龍主編，未來中國—退化的極權

主義（台北：時報文化，2004 年），頁 11-30。 
22 蕭功秦，「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略與管理，第 6 期（2002 年），頁 82-88。 
23 Yu-Shan Wu, “From Reform to Bureaucratic Stability in the PRC,” Issues & Studies, vol. 33, no. 8 

(August 1997), pp. 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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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至今，「公有制」的堅持可說僅存在於各個制

高點產業，其餘部份的私有化可說已歷經了徹底的改造與轉換。24在領導人充分

支持經濟官僚改造體制與追求長期經濟發展下，外界也認為近年來中共政權已出

現「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特性。25 

 

以此，相較於多數共黨政體的後極權演變趨勢，中共黨國體制演變的特殊

性，可說在於「官僚協調機制」弱化之餘，更進一步引入外國與私人資本，走向

國家產權所有制的改造（如圖 3-1，Block 2）。同時，為了配合經濟體制的改造，

中共的意識型態也經歷多次的修正。包括趙紫陽在 1987 年十三大提出的「社會

主義初階論」、鄧小平 1992 年南巡時所解決的「姓資還是姓社」問題；2002 年

納入黨章的「三個代表」更接受私營企業主入黨等。相較於典型體制所強調的「馬

克思—列寧意識型態」，中共意識型態的實質內涵已經歷相當顯著的質變。 

 

在如此黨國體制的演變過程裡，然而，中共唯一不變的是緊握住「一黨專政」

的根本原則。即便 80 年代進入經濟改革時期中國大陸呈現相對寬鬆的政治氣

氛，但 89 年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卻又加強了社會管制與思想控制，包括意識型

態、社會政策等新限制都直指回到極權主義，但卻又缺乏極權主義原型的意識型

態與動員能力。這使得中共只能利用大眾文化的活躍與日常生活的非意識型態

化，將民眾注意力導向對當局政權無害的方向。26在去意識型態的操作下，中共

成為追求權力物質發展的退化型特權寡頭專制政體。其次，在六四天安門事件後

中共政權仍未出現具體的合法性危機，這表示了中國大陸人民對制度穩定的需求

遠高於對自由的渴望。27如此主張穩定的保守政治文化與社會氣氛，也成為共黨

持續維持專政的重要社會基礎。 

 

透過本節的說明，可以發現中共如同多數共黨政權一般，在文化大革命後出

現後極權主義政體的特徵，包括市場經濟元素的增加與有限多元的政治、社會氛

                                                 
24 吳玉山，「探入中國大陸經改策略之研究：一個比較的途徑」，中國大陸研究，第 46 卷，第 3

期（2003 年 5 月），頁 1-30。 
25 吳玉山，「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與吳玉山

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北，五南出版社，2007 年），頁 309-335。 
26 徐賁，「中國的『新極權主義』與及其末世景象」，當代中國研究，總第 91 期（2005 年），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50402&total=91。 
27  Feng Chen, “Order and Stability in Social Transition: Neo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1989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1 (September 1997), pp. 59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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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同時，90 年代後的私有化改革，更讓中共黨國體制的演化進入一個與多數

共黨國家不同的發展階段。這讓研究者得以透過比較共黨研究的視野，探討中共

政權演變，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在開明領導人充分支持官

僚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下，也讓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特色。

28然而，異於南韓、台灣等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是，政治上中共始終並未放棄「專

政」的堅持。29這也讓中國大陸的案例格外受到重視：是否改革開放後中共透過

統治菁英的調整，來兼顧執政地位與經濟建設的雙重目的，進而融合「專政」與

「發展」兩者看似矛盾的邏輯，而導致中國與多數共黨國家，以及東亞發展型國

家不同的發展結果？ 

 

本文將從菁英流動演變的觀察，對這樣的問題尋找更多線索。在下節中，筆

者引用組織理論，闡述中共於改革開放後的黨國體制演變之思路，並說明如此的

政權演變特性，將如何運用於菁英甄補與流動的具體觀察上。 

 

 

第二節  組織邏輯：運用與解釋 

 

在組織理論中，對於「組織」最簡單的定義是「由一群有意圖，並希望可以

達成某些共同的目標的人所組成。」由於菁英具有一致利益、偏好、行動與社會

地位，若我們將其視為一獨立於其他群體之「組織」，那麼從組織理論出發，我

們可進一步推演中共行動、調整目標的內在邏輯。30本節首先闡述組織與外在環

                                                 
28 雖然中國大陸與發展型國家的制度特徵並不全然相符，但吳玉山認為，發展型國家的原始定

義來自於行政官僚的心態與能力。只要當國家的經濟官僚充分得到授權，能夠自由地選擇管制

或市場政策的工具以扶植特定的產業成長，不需順服於特定社會團體或利益，並以出口擴張和

高速經濟成長來支撐政權合法性，便是發展型國家的典型特徵，請見吳玉山，「宏觀中國：後

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與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

權的菁英與政策，頁 318-3319。另外，也有學者對中國屬發展型國家抱持否定的態度，可見

Shaun G. Breslin, “China: Developmental State or Dysfunctional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7, no. 4 (1996), pp. 147-160。關於「發展型國家」的理論論述與演進，可見鄭為

元，「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理論』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1999
年 6 月），頁 1-67 的整理。 

29 值得說明的，歷史上鮮少出現極權國家發生政體轉型的個案，而是已呈現後極權政體之特性

後，方發生民主轉型的結果，請見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p. 30. 
30 關於組織的社會學研究可以追溯到1940 年代，當時的理論強調組織的獨立與獨特性；到了1960

年代初期時，則強調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科際互賴；最後到了 1970 年代中期之後，組織理論強

調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社會與文化互賴，可見 Richard W. Scott, “The Organization of Environments: 
Network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lements,” In John W. Meyer and Richard W. Scott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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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關係以及可能採取的策略，並說明鄧小平如何面對毛澤東過世後的中國大陸

進行組織目標的調整，以組織邏輯來呈現中共政權演變的動力；其次，以菁英甄

補為標的，以組織邏輯來推演與建立解釋架構。最後，探討組織邏輯與中共菁英

政治裡「派系因素」的理論關係，以及與既有文獻中「菁英取代」、「菁英分立」

與「菁英融合」三者對立演變模式之關聯性。 

 

一、組織策略與目標的調整 

（一） 環境與組織的理論關係：改變與適應的調整 

組織與外在環境具有相當密切的關係。在有限資源的約束下，環境提供組織

維繫所必須的資訊與資源；另一方面，組織形成後為了維繫生存以及滿足進一步

的增長目的，在必須增加組織合法性、資源與生存能力要求下，則必然要符合外

在環境的理性化規範，故環境必然對組織產生限制或控制的效果，也就是「外部

控制」（external control）的效應。31 

 

「外部控制」強調在組織在資源有限性與稀少性下，將必然面臨生存的問

題。因此，當環境發生變化時，組織不是選擇死亡，不然就是調整、改變以適應

環境。32具體來說，組織面對外在環境的壓力，可能採取「忽視」、「改變」與「適

應」等三種不同的策略。33首先，忽略外在環境的改變是組織成本最小的應對方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p. 
155-175. 

31 值得說明的是，關於組織演化的結果存在者兩者對立的論述途徑。在環境與組織具有重要連

結的相似假定下，而「同形化」主張組織將會採取與環境相似的方式進行回應，使得彼此的型

態趨於相同，讓組織生命能順利延續。請見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2 (April 1983), pp. 147-160；另一方面，「內捲化」描

述的是一種不理想的演化形態。若我們將「制度演變」視為內部的傳統力量與外部的變革力量

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則「內捲化」所描述的是傳統力量在實際上仍佔了優勢。在新舊制度動

力的拉扯下，新的正式規則和程式經常被轉化成某種因襲傳統的不確定的制度。而無論何種意

義上的內捲化，基本上都包含「沒有實際發展（或效益提高）的增長」，以及「舊模式以非正

式類型再生和維持」的特徵。請見申明民，「組織內捲化與中國的腐敗」，二十一世紀，第 71
期（2002 年 6 月），頁 152-155。趙建民與張執中也以如此的研究途徑探討中共改革開放以來

的演變。請見趙建民、張執中，「組織內捲與列寧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中國共產黨個案分析」，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7 卷第 2 期（2005 年 6 月），頁 299-341。本研究以環境與組織的理

論關係出發，但並不針對菁英流動的演變結果呈現「同形化」或「內捲化」的價值判斷，而是

著重描述演變的狀態。 
32 Jeffery Preffer and Gernal R. Salanick,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p. 3. 
33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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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它卻必須面對危急自己生存風險的問題。若組織完全不針對外在環境的需

求進行回應，則它將可能因此被其他組織取代。 

 

其次，組織「改變」與「適應」的調整，則表示其與外在環境間不同方向的

互動關係。「改變」指的是組織自發性地進行調整，來形塑對自身有利的生存條

件；「適應」則強調在外在環境的變遷下，組織被動地透過回應來符合外在環境

的需要。如此強調組織與環境互動的理論框架，近年來也為外界作為解釋共黨政

權演變相當重要的研究途徑。34如 Dickson 以「組織適應性」分析中國共產黨與

中國國民黨兩者列寧式政黨的發展，同時進一步區分有效性（efficient adaptation）

與回應性（respondent adaptation）兩者不同類型的適應性，前者指的是黨菁英自

己改變了政治目標偏好，所進行的政策調整與組織變化。後者指的是除了黨自身

的偏好改變外，是否能夠進一步反應外在社會環境的需求。大體來說 Dickson 的

「組織適應性」涵蓋了組織與其所處環境間，「改變」與「適應」的不同方向的

互動模式。35 

 

（二） 組織目標的轉變：中共的調整 

上述的探討在於說明「組織」面臨外在環境改變時，所可能採取的「改變」

及「適應」的調整。在共黨政權演變的歷程裡，按 Dickson 的分類，「改變」實

為黨領導人自身政治偏好與目的轉移，進而影響了組織目標與人事的調整。至於

「適應」則是黨進一步吸納外在環境的需求。那麼，改革開放後中共的路線轉變

的來源為何？在此我們將先對於中共目標轉變的過程進行說明，以確立引用組織

理論之合適性。 

 

關於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由於始終處於「階級鬥爭」為綱領的革命階段，

文革結束後 1978 年，全國有三分之一地區的生活水準不如 50 年代，更有三分之

                                                 
34 類似適應性的概念，最早起於 Jowitt 針對列寧式政權三個發展階段的理論觀點。他認為列寧

式政權可分為舊社會的轉型、革命式政權的鞏固，以及黨與國家、社會的融合（inclusion）等

三個發展階段，同時主張在後動員時期（post-mobilization），共黨政權所呈現出來的面貌是與

先前相當不同的，請見 Kenneth Jowitt, “Inclusion and Mobilization in European Leninist 
Regimes,”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1 (October 1975), pp. 69-96. 

35 Dickson 將「適應性」定義為：「針對社會上不同部門的需求，創造更具回應性的政治體系。」

請見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p.5。關於國民黨與中共發展的差異，Dickson 認為中共之所以能夠維持專政的原因，主要來自

於中共始終沒有回應外在社會環境的需求，也就是缺乏回應的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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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不如 30 年代。36一連串的經濟、社會危機讓一般民眾對黨失去信心，大

大打擊中共的統治正當性。37在如此的情況下，1978 年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

中共確立黨目標從階級鬥爭轉移到以實現四個現代化、提高生產力為中心的務實

路線。 

 

當然，鄧小平對黨路線的修改，可能出自文革後中國大陸的社會經濟情勢混

亂，也可能來自於其與華國鋒權力鬥爭的因素。為了更凸顯鄧小平對黨地位的認

識以及黨目標轉變的過程，我們可以比較毛澤東與鄧小平對於黨角色的認知，以

及鄧對黨角色看法在毛生前、與死後的一致性。在中共建政後，毛將國家的組成

分為國體與政體兩部份，其中國體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

權的階級支配。到了晚年，他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即對於他認定非無產階級

的人士進行專政統治，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都表示在毛澤

東領導下「階級鬥爭」成為中共主要的政治路線與目標。38 

 

與黨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目標相左，鄧小平則是在 1962 年擴大中央工作會

議上的談話中首先提出「執政黨建設」的說法。他說：「在過去我們無非是鬧革

命，革命勝利以後，我們黨執了政，掌了權，就要負擔起把國家引導到社會主義

道路去和進行建設的艱鉅任務。」39在 1983 年「整黨」後，他更明確指出黨建

設目標就是「成為有戰鬥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領導全國人民進行社會主義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堅強核心」。40明顯地，鄧小平對於黨執政與領導全國人

民的總目標，與毛強調「黨應由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所組成的先鋒隊組織」相當不

同。更重要的是，鄧如此的認識應不存在毛澤東生前與生後的差異。 

 

透過上述的探討，可以發現鄧小平復權後，中共從「階級鬥爭」到「經濟建

設」的目標轉變，以及其對執政黨角色的認知，除了可能來自於權力鬥爭下工具

                                                 
36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年紀實（上冊）（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年），

頁 18。 
37 David S. Zagoria,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62 no. 4 (Spring 1984), pp. 

880-881. 
38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年紀實（上冊），頁 37-47。 
39 鄧小平，「在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 年 2 月 6 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北京：

人民出版社，1994 年），頁 303。 
40 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切任務」（1983 年 10 月 12 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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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考量以及當時社經環境需求外，更大的因素應是來自黨領導人自身目標偏好轉

變的結果。以此，對於中共目標改變的經歷與演變措施，我們應可從組織邏輯的

視角來予以釐清。換句話說，中共目標調整背後的邏輯，應是來自於維持一黨專

政的組織生存目的，使其「主動」調整黨路線。以此，「發展」將僅是為了維持

「專政」的工具性考量。若維持專政是中共的最終目的，那麼任何調整措施也將

不會違背如此的根本原則。 

 

二、中共菁英甄補的邏輯：解釋架構的建立 

上述的討論，在於以「組織邏輯」說明中共黨國體制下目標調整的動力。我

們認為「經濟建設」的組織目的調整，主要來自於維持黨執政生存的工具性考量，

因而最終也仍必須侷限不違反生存原則—即專政目的之內。從這個角度而言，我

們可將「發展」與「專政」兩者看似矛盾的邏輯結合起來，在中共改革開放後政

體演變的宏觀脈絡下對菁英流動的演變提出解釋。 

 

身為一個自主性的「組織」，中共如何在領導人主動性的目標轉變下調整內

部成員？在時間的軸向下，哪些因素可能影響領導人甄補菁英？接下來我們將討

論可能影響領導人甄補菁英思路的因素。 

 

（一）影響領導人甄補菁英的因素 

在菁英階層化特性下，領導人或領導集團將是黨的決策中心。他們是決定組

織發展方向的主要行動者，也將面臨策略的選擇。進一步的說，在面臨外在環境

壓力下，必須進一步釐清的是影響這些行動者考量的可能因素。具體來說，我們

認為領導者進行菁英甄補的考量時，「制度遺緒」、「組織目標」的調整，以及「權

力維持」等三者因素，將是影響領導人調整內部成員廣度與深度的主要因素，同

時這些因素的先後順序，也形成領導人甄補領導幹部的思路。接下來我們將進一

步說明這三個因素的意義與內涵： 

 

1. 「制度遺緒」的限制 

在既有社會結構的存在下，如同 Szelényi 等人所強調：「菁英體制的演變將

是一種路徑依賴（path-dependent）式的漸進性演變，而非驟然性（r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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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革。」41按歷史制度論的觀點，「鎖入」（lock in）與「關鍵點」（critical juncture）

是路徑依賴的核心概念。前者指的是制度的「起始」狀態，將決定該制度的發展

方向，因此建立制度的初始點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後者指的是在關鍵的事

件或時刻下，行動者做出的不同抉擇對制度演化方向將具關鍵性決定作用，可能

將制度發展帶入不同發展軌道。42在共黨仍持續執政—即組織存活下，菁英甄補

的規範演變應主要是呈現漸進式的路徑依賴過程（path-dependency）。 

 

以此，領導人取得決策權後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制度遺緒」的制約。如此

的制度遺緒包含兩個層次：第一，在基本政權架構不產生重大改變下，現任領導

人與領導集團，可見地將會持續抱持著「共黨專政」的制度遺產。第二，前朝領

導人所訂立的制度規範也很可能對現任領導者產生制度制約的影響。特別的是，

中共菁英甄補的制度規範，包括廢除領導幹部的終身制、建立領導班子的梯隊接

班，以及幹部四化等選拔政策，主要由鄧小平、陳雲等具「個人權威」的革命元

老所建立。然而，在世代交替下，江澤民、胡錦濤等接班人並不具歷史功勳的個

人魅力。Bachman 便強調鄧小平逝世後，無論誰接任領導人在權力上必然受到限

制，主要原因是第三代領導人具有缺少個人權力魅力以及歷史經驗，以及多擁有

高學歷與務實主義的集體特徵。43因而假定接任者仍以維持或擴張既有組織為目

的，那麼在缺乏個人權威的「職務權力型」領導人下，他們將缺少片面扭轉制度

發展方向的能力，呈現制度堆積的趨勢。44 

 

2. 調整「組織目標」：環境壓力的影響 

如組織理論所預設的，身為一自主性的組織，中共與外在環境將具相當密切

的關係。除了制度遺緒的制約外，領導人上台接下來必須面對的就是特定時空下

外在環境壓力的考驗。領導人（集團）必須盡可能以維持組織生存—即「共黨專

政」為目的，來篩選組織內部成員與制訂政策。Dickson 將如此的環境因素區分

為國內與國外環境，前者強調的是社會、經濟等內政問題，後者則是國際壓力與

                                                 
41  Iván Szelényi and Szonja Szelényi, “Circulation or Reproduction of Elites during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Introduction,” pp. 621-622. 
42 Kathleen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s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June 1999), pp. 384-392. 
43 David Bachman,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32, no. 11 (November 

1992), p. 1048. 
44 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力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

年 5 月），頁 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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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如蘇聯）的更迭。45但總的來說，這些環境壓力的影響都是直指中共統治

正當性的基礎。 

 

以此，在環境壓力的影響下，組織目標是否進行調整將是影響中共領導人菁

英甄補的第二個因素。值得強調的是，按組織理論的脈絡，中共領導人會為了維

持統治地位而進行組織目標調整。因此假定環境壓力對中共生存目的造成危害，

使得領導人不得不揚棄前任領導人所制訂之組織目標路線。那麼，為了維護共黨

專政的最終目的，決策者也必須做出如此的決定。舉例而言，面臨毛後社會經濟

的紛亂，鄧小平便極力主導將黨的目標從階級鬥爭轉移至四個現代化建設。然而

他卻也必須強調「四項基本原則」來凸顯自己接班的正當性。這表示當環境壓力

與「制度遺緒」限制產生某種程度的衝突，「共黨專政」的組織生存前提仍是決

策者最重要的考量因素，且前朝領導人所制訂的黨目標仍是可能大幅調整的。相

反地，若外在環境壓力不足以對中共造成調整目標的壓力，那麼「制度遺緒」的

對菁英甄補的延續性影響應會較大，形成「鎖入」的演變趨勢。 

 

3. 「權力維持」的考量 

在考量環境壓力透過組織目標對「制度遺緒」限制幅度的調整效果後，最後，

領導人甄補菁英時也會具有「權力維持」的考量。可以預期的是，在權力極大化

為目的下，領導人取得決策權後將儘可能甄補與自己關係較為密切的領導幹部，

同時剷除可能政敵的人馬以鞏固權力。 

 

具體來說，領導人選拔菁英時的「自我權力」考量，在於維持自己在黨內的

領導地位。首先，必須確保選拔的菁英與自己的路線一致，如此的狀況可見於

1989 年六四天安門事件趙紫陽的下台，以及 1992 年鄧小平南巡後江澤民的公開

效忠。另一方面，當前朝領導人建立制度規範後，在制度遺緒的影響下，即便往

後領導人欲建立自己的人馬，也必須限制在這些既有制度規範內。在資源固定的

情況下，組織成員調整勢必面臨資源重分配問題的處理，因此將可能導致菁英的

抗拒，即組織變遷中結構慣性（structural inertia）。46當如此的抗拒越大，組織停

止演變與調整的可能性也越大。特別的是，在人數固定的情況下，「流動」標示

                                                 
45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pp. 

26-32. 
46 Michael T.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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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部份現任菁英必須去職。因而可以理解的是，行動者在從事菁英更替與甄補

時，必須考量這些既有成員的反彈程度大小與範圍。反彈過大除了可能危及領導

人的決策地位，更可能危害組織的存在。 

 

以此，即便受外在環境影響，使中共必須為了生存而調整組織目標（從階級

鬥爭到改革開放），但是仍須受到「制度遺緒」與「權力維持」兩個因素的制約，

使得菁英組成呈現「有限調整」的狀態。黨調整、改變的初始目的是為了掌握或

維持權力統治地位，但改變的幅度與深度也將必須受限在如此的前提下。其次，

身為決策核心的領導人，權力穩固也會是他們選拔人事的考量依據。當面臨外在

環境變遷，雖然領導人或許有調整組織的理念與想法，但政敵的存在與勢力也會

對他們的應對策略產生影響。大體來說，關於「制度遺緒」限制、「組織目標」

調整，以及領導人「權力維持」等三個因素對領導人選拔菁英的影響，可以如圖

3-2 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3-2  領導人（集團）菁英甄補的思考邏輯 

 

在共黨續存下，任何時期的領導者，首先必須面對或處理的就是前朝制度遺

緒的制約，其次是當時的環境因素是否對組織目標造成調整的巨大壓力。而不論

領導者是否針對所面臨的環境變遷進行調整，則必須滿足「共黨專政」以及「自

我權力維持」的生存目的。47換句話說，即便進行人事調整也不會超過此兩者根

                                                 
47 為了集中探討中共的個案，值得注意的是在這裡筆者並未進一步解釋「共黨專政」與「領導

人權力維持」兩者生存目的衝突下的狀態。事實上按蘇聯的例子，極可能便是在如此的情況下

出現菁英衝突。當然，如此的說法仍須更多的研究加以證實。 

菁英甄補 

 
「制度遺緒」 

限制 

「權力維持」

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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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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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的之範圍，因而使得如此的有限調整是有助於黨維持統治基礎穩定的。48總

的來說，組織邏輯的菁英甄補應是：「調整為了生存，但是調整幅度也必須受生

存目的所約束」。以上的分析架構，應可以作為我們分析特定時空下領導人菁英

甄補的思路，以及改革開放以來菁英流動的演變過程。 

 

（二） 派系政治與組織邏輯 

本研究以組織理論的脈絡切入，建立解釋中共菁英甄補邏輯的分析架構。筆

者認為在組織邏輯下，為因應改革開放後劇烈的社會、經濟環境變遷，以及經濟

建設的組織目的，中共開始進行人事調整的新安排，納入不同的組織元素來符合

維繫政權穩定的目的。然而，如此的調整卻必須限制在共黨專政生存原則，以及

特定領導人的權力維持考量。從領導人的權力鞏固角度切入，那麼組織邏輯的論

述應與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研究途徑—「派系政治」具有一定的理論重合空間。 

 

具體來說，派系政治在菁英甄補的意義，即是在於領導人將重用與自己關係

較為密切（如同學、同事、同鄉、親戚等個人關係）的領導幹部。然而，在本研

究所提出的組織邏輯下，除非環境壓力對中共根本的執政地位造成危害，使領導

人具不得不揚棄前任領導人所制訂的制度、規範或慣例的合理藉口。否則如此個

別關係的提拔必須限縮在既存的制度規範內，以免黨內其他同志反彈過度。這與

Dittmer 強 調 改 革 開 放 後 中 共 非 正 式 （ 派 系 ） 政 治 的 性 質 呈 現 理 性 化

（rationalization）、官僚政治特性，以及為沒有運作規範的政治範疇，進行運作

規則補充的看法是相當類似的。49 

 

換句話說，在既有選拔規範的建立下，個人關係將成為菁英選拔正式規則下

的「桌面下運行的規則」。50舉例來說，若需要一個財經專才的國務院部長來從

                                                 
48 與相關研究不同的是，Dickson 沿用 Jowitt 的理論脈絡，認為適應性調整，包括吸納對黨的演

化不是幫助而是傷害，不符合列寧式政黨體系。。然而，在他們的研究中其並沒有強調組織適

應性調整的「有限性」。在以有限性控制調整幅度下，筆者認為總體來說中共的調整有助於統

治正當性的增強。見 Bruce J. Dickson,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5, no. 4 (Winter 2000), p. 518. 

49 Lowell Dittmer, “Modernizing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pp. 32-37. 

50 關於中國政治裡常見「潛規則」一詞，喻中認為用「桌面下運行的規則」來形容更為貼切。

主要是因為潛規則擺不上台面，也沒有人正式承認這些規則存在，但某些潛規則卻是被予以承

認的。請見喻中，「中國政治中正式規則與潛規則的相互關係」，當代中國研究，第 99 期（2007
年），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70404&total=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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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經貿方面業務，那麼僅具財經專業的人選，被提拔的可能性將不如又紅（假設

為黨的資歷作為指標）又專的候選人。在相同的邏輯下，一個又紅又專的候選人，

被高層選定的可能性也將不如又紅又專同時與高層具特定關係的菁英候選人，但

是這個菁英候選人的年齡、學歷條件卻又必須合符正式制度規則。從這個角度而

言，本文所建構的組織邏輯，應與派系政治於中共甄補菁英的影響力具有相當重

合之處。 

 

（三） 菁英取代、分立還是融合？組織邏輯的觀點 

在上一章的文獻回顧中，筆者統合中共菁英政治與比較流動研究的理論觀點

後，既有文獻關於中共菁英流動的演變模式可區分為「菁英取代」、「菁英分立」

與「菁英融合」。那麼，在組織邏輯的甄補下，哪些條件的菁英更會受到重用？

接下來我們將說明這些既有文獻論點與本研究所提出組織甄補邏輯下的關聯性。 

 

首先，菁英取代論主要以歷屆中央委員基本特徵分析為基礎，說明中共菁英

主體已從過去的政治性菁英轉型為專業性菁英。學者認為這些菁英不但具大學學

歷、專業技術、工程職務經歷，同時也位居政治局等核心職位，成為中共菁英的

主導者，因此菁英流動的演變為專業性菁英取代政治性菁英的模式。然而這些研

究並沒有透過適當的條件來檢驗這些專業菁英的背後政治屬性。總體來說，從組

織邏輯來看中共為了維持專政地位，即便吸納專業菁英來負責經濟建設的政策履

行，但應不至完全以專業導向為主。主要原因是這些調整必須以不違反生存目的

為前提。因此，本研究並不認為中共菁英流動演變屬「菁英取代」模式。 

 

其次，菁英分立論主張，黨務部門與政府部門將依不同的政治與經濟建設任

務，51而存在著各自的甄補條件。為了經濟建設任務，擁有工程財經背景菁英較

可能任職於政府專業部門。而黨齡越高的菁英則傾向於黨務部門任職，展現決定

政治思想方針的任務特性。但事實上，在「以黨領政」的基本原則下，相同行政

級別職位裡黨務與政府部門具有實質意義的「階層性」差異。52如相對於省長而

                                                 
51 Susan L. Shirk,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Economic Refor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59-91. 

52 在一黨專政的原則下，中國共產黨主導政治領導、組織領導與思想領導，因此在相同級別的

領導幹部下，黨對政府存在著「領導」地位。請見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度（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5 年），頁 52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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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省委書記才是「一把手」。因此部門間菁英的政治性條件差異，除了受機構

功能差異影響外，更可能來自於中共政權的結構性效應，在維持專政目的下使得

黨政部門菁英政治性條件呈現「等級」差別。 

 

再者，假定如菁英分立論主張的，黨務部門與政府部門在不同機構目的下存

在各自甄補管道，那麼政府菁英的晉升應有自身獨立的路徑。因此部長職務的空

缺，將不會由黨省委副書記、省委書記來出任。相同地，曾任部長的領導幹部也

不會出任黨職。然而現實上，我們可以發現黨特定級別職務的甄補，將往往從其

下一級別，或是同級別職務交流的候選人來進行考量。如政治局委員、北京市委

書記劉淇，其上一個職務為北京市長。又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冷溶，其上

個職務為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這表示對黨職的甄補，主要來自於相同級別的政府

部門，以及相同部門（黨職）下一級別。至於對政府職務的甄補，大體而言較少

來自黨務領導職轉任。53因此，在比較黨務與政府部門菁英屬性後，或許我們會

發現黨務部門有較高的政治忠誠要求，政府部門則較著重的專業條件。但這不全

然意味著是存在各自的晉升管道，而是在以黨領政的原則下，中共可能先以建設

的考量來甄補政府菁英—即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組織目的；接著評量政府部門

菁英組織表現後，再甄補進入黨務部門—即生存根本原則的限制。 

 

按上述的脈絡，對於政府部門所任職的專業菁英而言，當他們受到上級政治

忠誠的認可，仍可能具有進一步晉升出任黨職的機會。這也提供「菁英分立」與

「菁英融合」兩者看似對立論點的連結之處。依循贊助式流動的邏輯，菁英融合

論認為受到栽培與培養的菁英，方能受到良好的教育與社會資源，在社會上具有

競爭優勢。但如此的論點主要來自於社會流動的經驗證據，也並未進一步論述菁

英內部階層性與部門的差異問題。特別的是，如此社會學的論述並無法說明改革

開放後黨如何在自我目標調整下，甄補大量專業菁英的現象。 

 

因此，「菁英分立」與「菁英融合」的論點，或許有其存在的獨特時空背景

與經驗證據支持。但若考慮時間效果、菁英體制階層性，以及以黨領政的基本原

則，當我們透過「部門」來觀察政治菁英的特徵差異時，會發現黨務部門與政府

                                                 
53 必須強調的是，筆者僅是就如此的「潛規則」進行討論，也並未完全排除黨領導幹部轉任行

政職務歷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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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具有政治條件的差異。但如此的現象除了基於部門的功能性需求外，則更可

能在於中共領導人組織邏輯下的生存與政策目標調整的因素。但若僅關注領導人

級與黨務部門等權力核心菁英，則或許會發現「又專又紅」的「菁英融合」現象。

因此，菁英分立與融合的觀點雖然看似對立，但仍具一定的理論關係，而其中的

聯繫正在於本研究所主張的「組織邏輯」。 

 

 

第三節  有限活化的菁英體制：中共菁英流動的演變 

 

上一節以組織邏輯為核心所搭建的分析架構，有助於我們解釋改革開放後中

共高層甄補菁英的演變，同時也統合既有文獻裡菁英分立與融合的對立觀點。那

麼，菁英流動的演變將呈現哪些實質可被觀察之現象？本文認為在組織邏輯下，

改革開放以來的中共菁英流動將呈現「有限活化」的特色。接著在界定可觀察菁

英的政治性與專業性條件後，我們也說明組織邏輯下菁英流動的特徵，建立本文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組織邏輯的甄補：有限活化的菁英體制 

按古典菁英論者的思路，當領導菁英具相似的價值信念、具廣泛的社會代表

性時，便屬活化的（renewal）「共識型」菁英（consensual elite）。此類型菁英體

制的特徵，在於菁英將對甄補規則存在一定程度的共識，同時存在「漸進」、「和

平」的甄補模式，以及「廣泛」的甄補範圍。相反地，當菁英之間通常透過指導

性意識型態來凝聚共識，即便表面上具有相當團結度，但無結構與人事的分殊化

現象出現時，「意識型態型」菁英則是共黨極權國家典型的菁英體制型態。54 

 

自 1966 年 5 月毛澤東發動文革，中共全黨的組織目標為「階級鬥爭」。在多

數幹部因權力鬥爭而受到罷黜後，中共菁英體制特徵呈現 Higley 與 Lengyel 所界

定「意識型態型」菁英特徵：指導性意識型態凌駕一切，（在位）菁英具有高度

凝結度。然而，78 年 12 月鄧小平復職後，至 80 年代初期建立領導幹部退休與

                                                 
54 John Higley and György Lengyel, “Elite Configurations after State Socialism,” In John Higley and 

György Lengyel eds., Elites after State Soci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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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甄補規範，其中納入不同於以往幹部階級化與革命化的條件元素，來符合「經

濟建設」的組織目的需求。 

 

除了甄補不同屬性的菁英外，隨著時間的演變甄補範圍也有向上發展的趨

勢，讓近年來中共政治「制度化」成為學界關注的現象。55特別在於 80 年代所

建立的幹部退休制度，至 90 年中期後也落實到最高領導人上。就政治局的組成

特性而言，呈現出超齡領導人人數減少與平均年齡下降、任期制的保障與限制，

以及「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階梯式生涯發展規律」等基本原則。56Nathan 更主

張各級領導人的年齡限制規範、任期限制，以及官僚組織機能的分殊化，成為改

革開放後意識型態逐漸淡化的過程裡，中共尚能繼續維繫人民對政府高度正當性

的重要基礎。57因此，我們可以說中共的菁英體制，改革開放以來的確朝向「活

化」的方向而轉變，也符合學者對於中國大陸菁英政治呈現「制度化」現象的觀

察。 

 

雖然改革開放以來的中共菁英體制納入不同以往的元素，然而，按組織邏輯

而言，如此改變將不致違反組織生存—也就是「共黨專政」的目的。如前所述，

黨的主動調整應是為了統治基礎的穩固，將使得調整幅度也必須限制於不危害統

治權的根本約束。因此即便中共菁英體制出現不僅以政治忠誠作為唯一選拔標準

的「活化」現象，但應僅限於「層級較低」以及「政府部門」菁英。對於掌握權

力的「黨務部門」以及「層級較高」的核心菁英而言，中共為了維持專政的組織

目標，將對這些職務的領導菁英保持不變的政治忠誠要求。按如此的思路，我們

認為隨著時間演變，中共菁英流動的演變型態應將同時結合強化統治正當性的

「活化」策略，以及維持專政的「有限」原則兩種屬性，因而呈現「有限活化」

（limited renewal）的特色。 

 

                                                 
55 相關研究成果，可參見第二章第一節的介紹。另外，也有部分學者對於中共政治的制度化傾

向抱持相反的看法。針對十六大後的人事交接，Fewsmith 認為江澤民將不會交出軍委主席的

位子，見 Joseph Fewsmith, “The Six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The Succession that Didn’t 
Happen,”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1-16。董立文則區分「制度化」與「現代化」

的兩者概念，他認為政治制度化指的是政治動員、參與等合法性的問題，因此，在共黨專政的

基本特性下，將不會出現政治的制度化現象，見董立文，「從權力繼承看中共政治發展的非制

度化」，林佳龍主編，未來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頁 129-163。 
56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轉力轉移 1978-2004，頁 189-222。 
57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1 (January 2003), pp.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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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活化的菁英流動：變數測量、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在組織邏輯下，我們認為中共菁英體制將呈現有限活化的現象。如前所言，

「活化」的意義在於組織目的調整下，領導者為因應外在環境變遷所進行的人事

與規範調整，納入不同元素以維持治理的有效性。而「有限」則是甄補邏輯將侷

限在共黨專政，以及領導人權力維持的原則內。 

 

如筆者在文獻評述所強調的，雖然多數的實證研究說明中共專業菁英興起的

趨勢。但是，更重要的問題是專業菁英是否兼具「政治性」？隨著時間演變，假

定我們發現這些技術官僚政治性沒有實質改變，那麼便說明多數菁英是來自於中

共栽培、培育以進入領導接班體系。換言之，菁英體制基本上是本質上不變，僅

是隨著時間不斷延續再製，甄補具相似政治性條件的組織。至於「專業性」是為

了治理與經濟建設的組織目的調整下，所具備的工具性條件。相反地，若我們發

現這些技術官僚的政治性的確是逐漸降低的，那麼我們將可以說明有越來越多的

專業菁英，這表示不同型態，至少政治性較低的菁英已能被甄補進入政治體系，

菁英體制已產生某種程度上的質變。另一方面，除了不同職務菁英個人條件的比

較上，本研究更關注中共菁英的仕途發展，來嘗試對「有限活化」的菁英流動模

式提出更深刻的描述。接下來我們將說明改革開放以來這些高層政治菁英流動可

能出現的具體現象，以搭建研究假設。 

 

本研究將從「職位」以及個別菁英的「仕途旅程」探索菁英流動演變的課題。

在職位上，中國大陸菁英是否將依不同職務部門與職務層級，而展現個人條件相

異的現象？就個人仕途旅程部份，個人條件的差異是否將影響菁英的任職時間與

仕途發展結果？這些都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實際問題。在相關研究中，共黨國家菁

英的「政治性」與「專業性」是最重要的集體特徵。在此，我們將先界定菁英個

人條件的意涵與測量方式，說明如下： 

 

（一） 「政治性」與「專業性」的測量 

1. 「政治性」的指標：入黨年齡與黨職經歷 

在共黨國家裡，菁英「政治性」是經由黨政治審查、認可，具有一定程度的

政治忠誠（political loyalty）。具體來說，我們可以將社會流動的「政治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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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成兩者不同定義。58首先是社會背景的個人屬性（attribute）。如出身工農階

級、革命份子家庭等社會標籤。59包括個人的「黨員身份」，以及「入黨年齡」，

基本上都是延續如此的定義而來。如 Li 與 Walder 所述，越早入黨的政治積極份

子將越可能成為黨提拔的對象，同時培養他們進入接班體系。這些菁英入黨之

後，黨也送他們接受專業技能訓練，以為他們將來進入政治體系為黨國服務作準

備。60另外，從個人的角度而言，「入黨」通常有許多不同動機。根據 Shirk 的研

究，黨員很可能是認同共產黨的價值、信仰與意識型態加入共黨，或為了能得到

進一步晉升的機會，以及得到更多有關自身利益之特權入黨。61不論菁英們入黨

動機是基於理念或工具考量，可以預期的是，當入黨年齡越輕，即黨資歷越長者，

其與黨的關係將越為深厚。在黨內組織生活越久，在教育、薰陶的結果下，不但

意識型態一致的可能性更高，也更可能具有深層的利益關係。 

 

除了黨員的身份屬性外，個人於組織裡所產現出的實際行為、態度則是「政

治性」的行為定義。62值得注意的是，在共黨不同發展時期，對菁英政治忠誠行

為與態度上的要求將有不同判準。在革命時期，中共對菁英政治性條件的要求，

體現在對意識型態、革命狂熱的份子身上。然而，進入發展時期後黨對菁英的要

求則強調順從、具實質能力的追隨者（confirmist）。以此，「黨職經歷」將成為

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在共黨領政的原則下，被安排擔任黨職的菁英，領導人應

認知他們的路線與理念上與黨中央較為一致。特別的是，在菁英階層化特性下，

個人的職務晉升就好似比是一連串競賽的集合。勝者意味著能夠有資格進行下一

輪的競賽，而失敗者僅表示失去更上一層樓的競逐機會。於是越早獲得向上晉升

相關條件的資格，則表示提早進入下一輪的比賽，對個人來說更有競爭優勢。63

                                                 
58 Andrew G. Walde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p. 52-55. 
59 Ibid., p. 53 
60 請見 Bobai Li and Andrew G. Walder,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1996,” pp. 1377-1378。另外，根據寇健文對

海歸派幹部的分析，他推斷海歸派幹部公費生比例接近九成，這表示多數的海歸派幹部，是經

由黨與國家資助出國的，在學成歸國後進一步為黨國服務，見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

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陸研究，第 50 卷第 3 期（2007 年 10 月），

頁 12。 
61  Susan L. Shirk,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63-83. 
62 Andrew G. Walde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mmunist State: 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p. 54-55. 
63 James E. Rosenbaum, “Tournament Mobility: Career Patterns in a Corpor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24, no. 2 (June 1979), pp.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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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黨領政的原則下，我們認為在前一個層級率先任黨部門職務者，將得到

下一個層級的優先晉升機會，也展現菁英的政治性差異。 

 

值得注意的是，「黨職經歷」某種程度應也能表示個別菁英與領導人私人關

係的意義。如前所述，若個人的派系因素對於其職務晉升構成重要影響，那麼當

個別領導人上台後，將秉持「權力維持」考量利用過去的關係網絡來提拔與自己

親近的菁英候選人進入權力核心的黨務系統。如 1994 年十四屆四中全會江澤民

接班後，具有上海經驗的幹部隨即在江澤民主政下受到重用。64而 2003 年十六

大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後，也大量啟用共青團系統出身的幹部進入領導班子。65因

此，假定我們同意負責政策方針制訂與領導的黨務部門為核心部門，那麼不論就

共黨專政或領導人權力維持的生存前提下，以正部級為例，政治菁英就任副部級

（上一個層級）的黨職經歷就是我們必須專注的焦點。而對正部級仕途發展而

言，領導幹部能否盡快地具有黨職經歷，也將成為他們是否能夠儘早向上晉升（下

一個層級為領導人級）的關鍵。 

 

總的來說，中共將可能透過黨務部門菁英的培養，來系統性栽培接班菁英。

而就特定時空而言，如此的現象也意味著領導人透過黨務部門職務安排與自己私

人關係（包括同事、同鄉、同學、親戚等等）較為緊密的領導幹部，來鞏固自己

的權力地位。以此，本研究將以個人的「入黨年齡」與「黨職經歷」作為測量菁

英政治性的具體指標。 

 

2. 「專業性」的指標：學歷、學科與畢業年齡 

相對於政治性的測量，專業性的定義則較為直觀。根據 Li 與 White 的定義，

技術官僚是「受過專業訓練、擁有專業頭銜並位居領導職位者」。66具體來說便

是「學歷」與「專長領域」兩個指標。除了按傳統的學歷與學科外，在本研究裡，

                                                 
64 關於「上海幫」，研究者存在不同的定義，較為系統性討論的著作，請參見 Cheng Li, “The 

‘Shanghai Gang’: Force for Stability or Cause for Conflic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 
(Spring 2002), 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clm2_CL.pdf；以及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接班

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2 年），本文也將在第四章作進一步的討論。 
65 關於「團系」幹部最新的相關研究，可見寇健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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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基金會季刊，第 8 卷第 4 期（2007 年 10 月），頁 49-95。本文也

將在第四章討論團系幹部的崛起。 
66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Technocracy,”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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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也將過錄「畢業年齡」來釐清菁英專業性是否受到政治條件的贊助。按政黨

贊助論的思路，培育的菁英候選人開始不見得有受過良好的教育訓練，不具備專

業知識，但加入共黨將會增加他們受培育的機會，得到社會上競爭的優勢。按個

人生命歷程來說，這表示個人在相同學歷下越晚獲得學位者，則較有可能來自於

政黨的安排、培育與栽培。相反地，越早取得學位的領導菁英，則是來自於個人

求學經歷過程的競爭而取得專業性條件，非來自於政黨的栽培。 

 

不可否認的是，我們不能夠以「畢業年齡」來判定領導菁英的專業性高低。

但可以確認的是，在生命歷程裡若進入職（官）場後方回到學校深造的菁英，應

出於他們認知到「學歷」對往後仕途發展具有正面影響，而非純粹地透過求學過

程的競爭來取得學位。因此，「畢業年齡」應可作為觀察領導幹部政治性與專業

性連結的重要指標。 

 

（二）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在確立政治菁英個人條件的意涵與測量後，那麼，有限活化的菁英體制將呈

現哪些具體現象？在菁英階層性與共黨領政的基本原則下，菁英體制可能按組織

邏輯依不同職務部門與職務層級而展現相異的集體特徵。因而菁英組成屬性的部

門、層級差異，以及改革開放以來演變的趨勢，便是本研究必須首要釐清的範疇。

然而，僅關注不同層級與部門「職位」，仍不足以釐清中國大陸政治菁英體制的

特性。如上一節所述，對於政府部門所任職的專業菁英而言，當他們受到上級政

治忠誠的認可，仍可能具有晉升的機會。 

 

因此，為了釐清專業菁英政治性的問題，我們更必須另外考量菁英的仕途旅

程，來觀察他們的任職時間以及晉升狀況。舉例來說，中共很可能由於建設需求，

大量的甄補專業份子。但是，如果政治性條件未通過黨所認可者，這些幹部任職

很可能僅是為了短期地特定建設項目，而並非是中共考量接班的領導班子，因而

具有流動比例較高的趨勢。然而，若僅關注職位的差異而不觀察菁英的仕途發展

情形，我們將無法具體觀察如此的現象。 

 

以此，本研究將從「職位」與菁英個人「仕途發展」兩面向，系統性的探索

中國大陸菁英流動的持續與變遷。在以「職位」為焦點下，我們將釐清不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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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與類別所甄補的菁英是否有所差異。其次在菁英個人「仕途發展」上，則將

觀察他們的任職時間以及晉升狀況。當然，這些現象是否隨著時間產生改變也是

我們關注的重點。研究架構可如下圖 3-3 所示： 

 

 
表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因果關係 
表具有關聯性，但非本研究主要探討之標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圖 3-3  研究架構圖 

 

在組織邏輯下，本文認為改革開放以來中國大陸菁英體制將彰顯中共政權演

變的特性，也就是融合強調「經濟發展」以及維持「共黨專政」兩者邏輯。其中，

透過組織邏輯的檢視，筆者認為發展、建設主要是為了維持專政原則的工具性目

的，使得菁英將呈現有限活化的流動現象。具體而言就是隨著時間演變，菁英在

時間效果：菁英流動的演變 

職位 
職務類型 

（黨、政府） 

個人條件 
政治性 
專業性 

仕途旅程 
任職時間 

晉升 

個人背景 
性別 
年齡 
族裔 

組織邏輯 

政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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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活化的表徵下，將存在中共為維持共黨專政，以及現任領導人權力維持雙重

生存考量的限制。讓菁英組成將會有「部門」的特徵差異。同時，這些差異也具

體展現在菁英的「任職時間」與「晉升、離退」等仕途發展結果上。首先，在菁

英構成上，我們認為中共菁英集體屬性將呈現以下的現象： 

 

假設一：改革開放後，中共全體菁英呈現專業性（含學歷、各類學科比例）

上升、黨資深程度下降（入黨年齡提升）的總體趨勢。 

 

在組織邏輯裡，隨著改革開放後政策目標的調整，以及外在環境的改變，中

共必須擴大甄補各領域專才進入黨政體系，來因應外在總體環境變遷與黨目標的

調整。就整體趨勢而言，筆者假設全體菁英的平均學歷將隨著時間愈來愈高，同

時平均入黨年齡也將在新血的加入下將有逐漸提升的趨勢，在特徵上出現「活化」

的現象。而非如改革開放前呈現政治菁英年齡較長、學歷較低的現象。這也與菁

英取代論所強調「技術官僚」興起的菁英專業化轉型趨勢相同。然而，當我們進

一步針對如此「活化」趨勢進行比較，則應會出現依職務而異的現象，如下假設

二： 

 

假設二：改革開放以來中共黨務、政府部門菁英存在著專業性差異，但如此

的差異隨著時間演變有逐漸縮小，即黨務菁英的專業化轉型滯後於

政府菁英。 

 

如前所述，文革後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路線轉變，使得中共必須吸納

具專業知識技能的菁英進入領導班子，以符合治理與組織目標轉移的需要。在組

織邏輯下，本文認為正由於發展的目的轉移是為了讓一黨專政更為穩固，因此這

些具專業知識、技能幹部應先被甄補進入政府職務，待政治忠誠通過考核、審查

與檢驗後方能進入黨務部門任職，使得政府、黨務菁英的專業化轉型將出現時序

的差異。以此，就菁英專業技能而言，就長期趨勢來看，黨務、政府部門之間應

不具甄補特定專業領域菁英的集體性差異。這表示在時間的演變下，菁英分立論

發現黨政部門具有專業領域的差異，應是來自於專業菁英尚未通過政治審查的特

定時空環境，而並非全然來自於機構分工的制度基礎。那麼，黨務菁英與政府菁

英是否具有其他條件的差異？可如下假設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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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平均來說，黨務部門領導幹部的政治性條件高於政府部門領導幹

部。具體來說即入黨年齡較輕，上一個層級出身於黨職的菁英，於

黨務任職者的機會高於政府部門。 

 

在組織維繫生存目的下，為了維持專政地位中共調整黨基本路線，然而如此

的調整卻必須限制於不危害生存的原則，即保證其執政地位的穩固。以此，就黨

務部門而言，本文認為菁英候選人的「政治條件」將是黨選拔成員最重要的考量

要素，使黨務菁英與政府菁英出現政治性條件的差異。而政府部門則因為「發展」

的工具性目的，納入不同甄補元素以成為主要的「活化」部門。另一方面，按先

前所提出的組織邏輯分析架構，除非領導人面臨重大的危機必須揚棄前朝領導人

訂立的制度規範，否則如此菁英政治性條件的部門差異，不會隨著時間有重大的

改變。 

 

專政維持的根本原則，將使得掌握權力核心的黨部門菁英具有獨特的甄補模

式—即高層對於對領導幹部的挑選，具有不變的政治性條件堅持。除了黨菁英的

平均入黨年齡低於政府部門外。其次，本研究也特別關注「黨職經歷」的條件。

可以預期的是，若菁英在前一層級職務被甄補進黨部門的話，則表示他們的政治

條件受到上級的初步認可，從各個菁英競賽的觀點來看，這表示獲得下一輪的晉

升資格。因此，在提早獲得下一輪晉升資格下，則這些黨職出身的菁英在下一個

層級的職務，理應較有可能被甄補進黨務部門。如此的差異也與菁英分立論所發

現的經驗現象相同。惟不同的是，本文認為黨政部門菁英政治性條件差異並非主

要來自機構功能的賦予，而是組織邏輯下黨維持執政地位的生存目的。 

 

假設一至假設三的探討，主要著重於菁英組成特徵的演變趨勢，以及黨部門

菁英的甄補模式。在組織邏輯下，本文認為中共菁英構成的持續與變遷，應是黨

務菁英呈現甄補相同政治性條件領導幹部的「量變」現象。而為維持一黨專政的

根本生存原則，政府部門成為中共吸納不同屬性成員的出口。以此，政府菁英選

拔將不再是以政治性條件為唯一考量。如此的「黨、政之別」體現在改革開放後

專業化、年輕化的菁英轉型現象，主要將從政府部門率先開始。因此，政府菁英

組成的特徵，隨著時間將產生部份「質變」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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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為了更具體掌握有限活化的菁英流動特性，本研究也探索菁英個

人仕途發展的具體現象，研究假設如下所示： 

 

假設四：相較於政府部門的菁英而言，黨務部門的菁英於領導職務的任職時

間愈長。 

 

雖然既有文獻強調中國大陸菁英邁向專業化的菁英轉型趨勢，然而，若組織

邏輯符合中共菁英甄補的思路，那麼經中共政治忠誠認可的政治菁英，方具時間

較長的仕途經歷。具體來說，政府部門職務在中共工具性考量下，則流動比率將

較黨務部門領導幹部來得較高。換句話說，相較於政府部門菁英而言，黨務部門

菁英將具有較長的領導職務任職時間。 

 

假設五：愈早出任黨職的菁英，則向上晉升的速度將愈快。 

 

在組織生存的目的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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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假定在上一個層級能儘早出任黨職的領導菁英，能越快

地向上晉升。在如此的論述下，「黨職經歷」將成為中共黨政菁英能否向上晉升

的重要經歷、條件與憑藉之一。同時，就個別領導人而言，在鞏固自身權力的考

量下，上任後也可能將與自己關係相近的菁英安排在掌握權力的黨務部門。因

此，「黨務經歷」的變項應存在著領導人與個別菁英私人關係的理論意義。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這並不表示所有擔任黨職的領導幹部皆與領導人具有

緊密的私人關係。如我們在組織邏輯架構所提到的，領導人提拔幹部，也必須符

合既有制度規範，同時考慮黨內其他成員可能的反彈聲浪。然而，在中共一黨專

政的基本框架下，「黨職」應仍作為我們觀察領導人晉用個別菁英的重要指標之

一。 

 

假設六：菁英專業性條件對仕途發展的影響，主要來自於政黨贊助的影響。 

 

如假設一所呈現的，鄧小平以降的中共菁英出現技術官僚崛起的菁英轉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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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幹部四化」的幹部選拔標準也於 82 年十二大後寫入黨章。因而，自改革開

放以來的發展歷程，具大學以上學歷的專業菁英應能夠有較長的仕途任職時間，

或較高的晉升可能性。然而，如組織邏輯所強調的，僅具專業性條件菁英被選拔、

重用的可能性，將不如一個又紅又專的菁英候選人。透過畢業年齡的觀察，本文

假設專業性與菁英仕途發展的關係，將主要來自於政黨贊助的背後影響 

 

假設四至假設六，主要呈現中共有限活化菁英的體制運作邏輯。我們認為即

便中國大陸出現政治菁英專業化轉型的總體趨勢。但在中共仍持續專政的情況

下，菁英的仕途旅程，包括「任職時間」與「晉升、離退」等發展結果，仍將取

決於黨的專政考量，即關注菁英的政治性條件。假定維持專政的根本目的不變，

那麼本文主張如此的菁英選拔與流動邏輯應是相當一致的，改革開放後也不至出

現系統性的改變。在組織邏輯下，黨職經歷應是一個相當外界觀察中共菁英仕途

發展相當具解釋力的觀察指標。在確立研究命題與待驗假設後，接下來我們將介

紹本研究實證資料的界定、蒐集與建置方式。 

 

 

第四節  研究對象界定與資料建置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索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以來菁英流動的特性與菁英

甄補邏輯。在搭建研究假設後，在這一節裡，筆者將界定具體的研究對象，以及

資料的建置方式。 

 

在第一章第二節裡，我們說明了以中國大陸中央到地方的官僚科層組織來界

定共黨國家政治菁英的適當性。以此，在確立研究對象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界

定中國大陸法規上的行政級別與階層全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務員暫

行條例」以及「公務員法」，67中國大陸的行政職務分為領導職務和非領導職務

兩者。其中，領導職務分為「國家級正職」、「國家級副職」、「省部級正職」、「省

部級副職」、「廳局級正職」、「廳局級副職」、「縣處級正職」、「縣處級副職」、「鄉

                                                 
67  相 關 法 規 全 文 ， 可 見 新 華 網 ， 「 國 家 公 務 員 暫 行 條 例 」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9/23/content_1095213.htm
；「國家公務員法」，http://news.xinhuanet.com/lianzheng/2005-08/10/content_33334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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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級正職」、「鄉科級副職」等九個級別。在黨領政的框架上，基本上中國大陸的

幹部體系可分為中共、政府、人大、政協等四大部門，同時各部門的領導幹部也

具相同對應的行政級別，68當然，就實務上我們無法進行全體菁英的跨年度普

查，因而選取「核心領導菁英」進一步分析應是較好的策略。 

 

下表 3-1 為中國大陸政治菁英級別與職務名稱一覽表。正、副國級是位於政

治階層金字塔最上層，也是掌握關鍵統治權力者。因而這些法定上掌握最高權力

的菁英份子，將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個案。然而，若僅設定在如此黨與國家領導人

層級進行實證研究，則將無法充分刻劃菁英體制的階層特性。值得說明的是，1992

年十四大後，基本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形成兼任總書記、國務院總理、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理，全國政協主席之慣例。69在研究個案數目較少

情況下，將不利我們從事進一步因果關係檢證的統計模型分析。 

 

另一方面，若將研究範圍延伸至「副省部級」領導人，則根據 1998 年的統

計資料中共黨務、政府、人大、政協、法院與檢察院與人民團體全體副省部級以

上幹部人數達為 2,562 人。70如此的樣本規模分析跨年度趨勢也具操作上的困

難，同時官方資料正確性則較難以確保。更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大陸黨政部門在

副職職務交錯情況相當繁雜，例如許多副省書記兼任政府副省長，也不利於分析

不同部門菁英類型的差異。以此，將研究範圍層級限定在「省部級正職」（含以

上）應是較佳的研究策略。其次，就部門而言，政協的功能多在於政策諮詢。其

提案並不具法律約束力，而是僅供國家機關作為決策制訂與工作改進的參考，而

人大即便是憲法上明訂的最高國家權力機關，但卻仍須服膺於中國共產黨的領

導。71因而相較於黨務與政府部門而言，全國人大政協常委，以及各省（自治區、

直轄市）的人大主任與政協主席，雖然在級別上也屬正省部級，但其重要性卻遠

不如其他同級別的黨政幹部，因此，本研究的分析範圍將集中於提供政治指導的

黨務部門，以及負責政策執行的政府部門上。 

                                                 
68 有關各部門幹部的級別，請見中共中央組織部參照試行公務員制度辦公室編，參照國家公務

員制度管理工作指導手冊，（河北：黨建讀物出版社，1995 年），頁 107-122。 
69 至 1997 年十五大起，國家副主席也開始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分別為胡錦濤、曾慶紅以及十七

大的習近平。 
70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著，黨政領導幹部統計資料匯編（1954-1998）（北京：黨建讀物出版社，

1999），頁 7。 
71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度，頁 42-4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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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國大陸政治菁英級別與職務名稱一覽表 

級別 職位與職務名稱 

國家級正職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理，全國政協

主席，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家級副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紀委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國務院副總理，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省部級正職 
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下屬部委行署室和事業

單位（黨組）正職領導人（特殊規定的副職）、各人民團體（黨組）正職、各省、自治區、直

轄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正職領導人（特殊規定的副職），國家正部級企業正職領導 

省部級副職 

中共中央紀委常委，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下屬部委行署室和事業單

位副職領導人（黨組成員）和副部級機關（黨組）正職，各人民團體（黨組）副職，各省、自

治區、直轄市黨委（副書記、常委）人大、政府、政協的副職領導人，省紀委書記，副省級城

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正職領導人（特殊規定的副職），國家正部級企業副職領導，國

家副部級企業正職領導，副部級高校黨政正職 

廳局（地）正職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直屬部委行署室和事業單位的下屬司局室正職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副部級機關（黨組）副職。各省、自治區、直

轄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直屬機關和事業單位的正職，副省級城市黨委（副書記，常委）、

人大、政府、政協的副職領導人，紀委書記。各地市（設區）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正職，

國有副部級企業的副職和正廳級企業正職領導，省署高校黨政正職 

廳局（地）副職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直屬部委行署室和事業單位的下屬司局室副職，

各省、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直屬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副職，副廳級正職。

副省級城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下屬機關正職，各地市（設區）黨委、人大、政府、政

協的副職，紀委書記，國有副廳級企業的正職和正廳級企業副職領導，省署高校黨政副職，大

專正職 

縣處級正職 

各省、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直屬機關和事業單位的下屬處室正職。副省

級城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下屬機關副職，各地市（設區）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

下屬單位正職，各縣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正職，國有正縣級企業的正職，省署高校院

系處室領導，重點中學正職 

縣處級副職 
各省、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直屬機關和事業單位的下屬處室副職。各地

市（設區）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下屬單位副職和副處級單位正職。各縣市黨委、人大、

政府、政協的副職，紀委書記、國有正縣級企業的副職，副縣級企業正職。市屬中學正職 

鄉科級正職 
各地市（設區）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下屬單位所屬科室正職。各縣市黨委、人大、政府、

政協的下屬單位正職、各鄉鎮黨委、政府正職、國有正科級企業的正職，縣屬重點中學正職 

鄉科級副職 
各地市（設區）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下屬單位所屬科室副職、各縣市黨委、人大、政府、

政協的下屬單位副職，各鄉鎮黨委，政府正副職，國有正科級企業的副職。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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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階層化與職務分工的特性下，即便我們沒有進一步擴大研究對象至副部

級，以及人民團體與人大政協正部級的菁英群體，但應不至於對研究對象—中國

大陸的「權力菁英」造成誤判或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的結果。透過上述

的討論，本文的具體分析範圍將是集中擔任正省部級以上，黨務部門與政府部門

領導職務的政治菁英：72 

 

黨務部門： 

正國職—總書記、政治局常委 

副國職—政治局委員（含候補）、書記處書記、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書記 

正部級—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共中央各部部長、省（自治區、直

轄市）委書記 

政府部門： 

正國職—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國務院總理 

副國職—國務院副總理、國務委員 

正部級—國務院各部部長、省長（自治區、直轄市） 

 

在時間點上，本文設定在 1978 年 3 月至 2008 年 3 月全國人大、政協會後，

所有曾任這些職務的領導幹部。透過時間範圍的確定，可以建構中共改革開放起

始點政治菁英組成的樣貌，以及時間更替下的演變趨勢。在資料建置上，本研究

以中共中央官方出版資訊為主要來源。我們先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職官志」，

建立各個職位的菁英清單，以確定取樣範圍與人數，73共計人數為 739 人。74接

著 透 過 「 中 國 共 產 黨 組 織 史 資 料 」、「 中 國 共 產 黨 歷 屆 中 央 委 員 大 辭 典

（1921-2003）」，來過錄這些政治菁英的個人資訊，75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72 值得強調的是，「正部級」與「正部職」是不同的概念。一般而言擔任過正部職者便取得「正

部級待遇」的資格，因而即便其日後回任中央部會副部長，卻仍享正部級待遇。在這裡我們則

是以職務為單位，而非擴大至所有享有「正部級」待遇的領導菁英。 
73 特別說明的是，筆者在蒐集資料時已考量國務院機構改革之因素，因此每一年度的樣本規模

有所差異，而在國務院部門中，也僅蒐羅正部級以上之部委行署。一般來說，國務院的組成機

構、直屬特設機構、直屬機構的總局、辦事機構為正部級。至於部委管理的國家局，以及一般

直屬機構司局為副部級，請見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度，頁 249-253。關於改革

開放以來的機構改革與部門職能調整，可見陳德昇，中共國務院機構改革之硏究（1978-1998） : 
政府再造觀點（台北，永業出版社，1999 年）；烏杰主編，中國政府與機構改革（北京：國家

行政學院，1998 年）。 
74 本文研究對象更新的最後時間點，為 2008 年 3 月 17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後的國務院

人事改組。 
75 請見何虎生、李耀東、向常福、蔣建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職官志（北京：中國社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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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黨籍、入黨時間、學歷，以及職務經歷的類別與任職時間，建立完整的人

事資料庫，同時經過交叉比對與檢誤，來確認研究資料正確性。76 

 

本研究從「職位」與「菁英仕途旅程」來設定兩個範圍的研究問題。在建置

1978 年以來的菁英資料後，理想上我們可以建立各年度的菁英組成樣態，來檢

證與職位相關的研究假設。但由於時間長達 30 年之久，為了簡化如此繁雜的資

訊，筆者將以 1978 年 3 月、1983 年 6 月、1988 年 4 月、1993 年 3 月、1998 年

3 月、2003 年 3 月、2008 年 3 月等人大、政協會後的時間點，來建構菁英組成

的特徵，進行以時間為軸向的比較趨勢分析。由於黨代表大會與人大政協間隔約

略半年左右，而若僅依黨代表大會作為取樣時間點，則將無法呈現國務院的人事

改組狀況，因此以人大政協會議為取樣時間點，就狀態上，可以在同一個時間點

上呈現黨政領導部門第一時間改組之概況。至於菁英仕途發展的實證分析中，則

屬於原先資料蒐集（以「個人」為研究單位）的範疇，因而無存在如此樣態建構

（scenario building）的問題。77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集體菁英研究途徑出發，探索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以來菁英流動

的持續與變遷。在大量菁英基本資料的建置下，我們得以運用計量方法分析演變

趨勢與檢證研究假設。另一方面，我們也將透過官方會議決議、領導人講話以及

黨和政府法令規章來勾勒幹部甄補制度規範的形成與演變，同時釐清不同領導人

的在幹部建設議題上的思考邏輯。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屬量化研究方法為

                                                                                                                                            
社，2003 年）；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

資料（1921-1997）（全十三卷）（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年），以及中共中央組織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歷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北京：中共黨史出

版社，2004）。多數的資料可見政大中國大陸研究中心，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網址：

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同時少數早期幹部資料則來自新華網、人民網與

百度百科的搜尋。 
76  在 既 有 的 中 共 人 事 資 料 庫 ， 包 括 人 民 網 ，「 中 國 機 構 及 領 導 人 資 料 庫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667/index.html，以及中國名人錄（China Vitae）

http://www.chinavitae.com/等網站，都是筆者參照、校對資料的來源。但這些資料庫多僅收錄

現任者的人事資料。 
77 關於本文的研究資料，包括個案清冊與變數過錄表，請見附錄二與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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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質化文獻分析為輔的整合性研究方法（triangulation of methods）。78 

 

在主要的量化研究方法部份，除了菁英集體的屬性特徵外，菁英流動是否隨

著「時間」產生系統性的改變，更是本研究最關切的核心焦點。於此，在實證分

析的框架上，本研究實屬以「時間」為比較單元，「個人」為分析單位的比較研

究設計。79具體來說，假定我們欲比較 p 與 q 不同時間點中，自變項( X )與依變

項(Y )的關聯性，例如黨職經歷對任職部門的影響，那麼我們得以透過交互作用

項的模型設定，來檢驗黨職經歷對任職部門的影響是否將因時空環境的不同而產

生差異，即因果異質性（causal heterogeneity）的檢驗：80 

 

0 1nt t ntY Z eβ β= + +                                (1) 

0 1 2 3( * )nt t n n t ntY Z X X Z eβ β β β= + + + +               (2) 

0 1= nt t itY Z eδ δ+ +                                 (3) 

而 ,t p q= 、 1..... ..... ... 1,n i j n n= −  

 

上述的方程式，表示對於 p 與 q 兩者時間比較單元，因果異質性的檢證過程。

方程式(1)表示先對比較單元的區隔進行檢證( 1β )，其次為了進一步檢驗系統內部

對於依變項是否具有一致運作的機制，為了具有相同可「比較」的共同基準下，

則加入分析單位層次的自變項( nX )，並設定交互作用項以檢證「比較單元」的因

素是否具有因果異質性的影響( 3β )。當 2β 為顯著非 0 且 3β 不顯著異於 0 時，則

表示我們所比較的 ,p q 兩者具有相同方向的因果關係，且兩者因果關係差異並不

顯著。而當 2β 為顯著非 0 而 3β 皆顯著不為 0 時，係數方向相同則表示兩者內部

的因果關係是分歧的（diverging trend），反之，若係數方向相反則表示兩者的因

果關係將隨著比較單元的效果而趨向聚合（converging trend）。這也表示，不同

比較單元（時間）內的確存有因果異質性。81 

 

透過上述的交互作用項設定，我們將也進一步釐清時間、個人條件等不同層

                                                 
78  Abbas Tashakkori and Charles Teddliepp,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Q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p. 40-48. 
79 關於量化研究的比較方法，進一步的說明可見黃信豪，「量化研究的比較問題邏輯：因果異質

性與縣市長選舉投票模型的建立」，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3 期（2007 年 9 月），頁 125-154。 
80  關於因果異質性於比較研究的理論意義，可見 Bruce Western, “Causal Heterogeneit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 Bayesian Hierarchical Modeling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4 (October 1998), pp. 1233-1259 的討論。 

81 請見 Glenn Firebauge, Analyzing Repeated Survey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7), pp.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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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因素的解釋力。值得強調的是，當我們進一步化約不同層次對於依變項的影響

時，原本分析單位層次自變項的影響，則變得不一定具有實質的意義。舉例而言，

如依方程式(2)比較不同單元 p、q 的差異用虛擬變項進行編碼，那麼方程式(3)

的 0δ (為 0 2β β+ )，即表示對照單元於分析單位層次變項的關聯性， 1δ 則由於「比

較單元」因素加入後的總和影響力( 1 3β β+ )，也就是當將研究焦點放在比較時，

那麼原分析單位層次的影響，則與常數項無異。 

 

在說明模型設定的基本邏輯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依變項為菁英職務的

類型、級別，以及個人仕途歷程轉型（transitions）議題（如晉升、離退）的質

變數（qualitative variables）。82有別於傳統的迴歸模型，在這裡筆者進一步介紹

本研究所運用估計模型的原理與特點。 

 

一、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 

在職務級別與類型上，本研究特別關注的是菁英任職於黨務部門，以及領導

人職務與否，屬二分變項（binary variable）。如以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型對如此類

型的變項進行估計，將違反誤差項常態分佈，以及變異齊一性（homoskedasticity）

的模型基本假定。83同時，估計的結果也往往超出二分變項 0 與 1 數值的合理範

圍。84因此，學者多透過 logit 或 probit 的連結函數（link function）的轉換，來滿

足二分變項的區間限制。假定針對二分變項Y，則從機率比的概念，在取對數後，

則我們可以將原先 0 到 1 的範圍限制，放寬至 ∞- 到∞，如下所示： 

 

0,1Y = ，則
Pr( 1) Pr( 1)
Pr( 0) 1 Pr( 1)odds

y yY
y y
= =

= =
= − =

， 0 oddsY≤ ≤ ∞  

取自然對數： 0 oddsY≤ ≤ ∞  => ln( )oddsY−∞ ≤ ≤ ∞  

 

這表示在經過對數的轉換後，我們同樣可以運用線性方程式來估計

                                                 
82 黃紀，「質變數之計量分析」，謝復生、盛杏湲主編，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北：五南，2000

年)，頁 387-411。 
83 在常見的迴歸模型最小平方法中，高斯馬可夫的基本假定包括了線性關係、殘差項期望值為

0，變異齊一性（homoscedasticity），以及殘差項與自變項互為獨立等特性，運用矩陣代數的語

言，即為 X'e = 0，詳細的討論可見陳超塵，計量經濟學原理（二版）（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6 年），第二章。 
84 Scott J. Long,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7), pp.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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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oddsY 。另外，由於不符合最小平方法（OLS）的基本假定。在估計上，我們

將使用最大概似法（MLE）進行估計。如此的連結函數與估計便是「二元對數

成敗比模型」（Binary logitistic regression）。至今，「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已廣

泛地為政治學者所運用。而第五章關於黨政領導菁英條件的比較分析，「二元對

數成敗比模型」將是筆者所主要運用的計量模型。 

 

二、事件史分析方法 

除了菁英職務類型、級別的二分變項外，我們也將探討菁英的任職時間，以

及在正部級職務後的晉升、離退等流動現象。如此的議題屬個人生命歷程不同狀

態的轉型問題。以此，我們可以將任職、離職等狀態轉型視為個人生命歷程所經

歷的不同「事件」（events）。在如此的研究問題中，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是相當適合的研究方法。接下來，筆者將介紹事件史分析的方法原理。 

 

1. 事件史分析的特點 

在生命歷程事件的研究裡，研究者主要關注影響個人於不同狀態轉換過程的

因素。因此，具體來說依變項必須包含以下三者成分：（1）原始狀態，如進入職

場、婚姻等；（2）經歷時間：原始狀態所經歷的時間；（3）研究者所關注的下一

狀態：如離職、離婚等。85以此，「事件史分析」主要是用來研究個人狀態動態

轉移的統計模型。在估計上，事件史分析存在以下兩個特點： 

 

(1) 右限控（right-censored）個案的處理：由於研究者觀察時間的受限，研

究者往往無法處理右限控的問題。也就是說，在觀察時間截止後，則個

案未發生研究者感興趣之事件，在傳統迴歸模型中，這些個案將往往設

為遺漏值，或被歸類為未發生的結果。然而，武斷地將這些觀察時間以

至，卻未發生事件的個案武斷地設為遺漏值，則很可能導致偏誤的估計

結果。86因而事件史模型從「風險率」的概念出發，則將可避免右限控

個案所可能帶來的偏誤估計，相當適合用於狀態轉移（states transition）

的實證研究。87 
                                                 
85 Trond Peterse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vent Historie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19, no. 3 (February 1991), p. 271. 
86 Roderick J. Little and Donald Rubin,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Missing Data (New York: Wiley, 

1987), pp. 13-15. 
87 Michael T. Hannan, “Macrosociological Application of Event History Analysis: State Transi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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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時而異的自變項（time-dependent covariates）：所謂「因時而異」，主

要 是 變 項 將 因 時 間 因 素 而 有 不 同 數 值 的 變 項 。 在 傳 統 橫 斷 性

（cross-sectional）的研究中，變項往往因觀察時間點而是固定不變的，

例如年齡、學歷、收入、工作職位等。但這些變項事實上將會因觀察時

間的不同而產生相異的數值。然而，一般迴歸或橫斷性模型卻無法記載

如此因時而異的動態特性。在事件史分析中，由於是將分析對象不同時

間或區段的紀錄視為一個個案，因此，我們可以記載各自變項在不同時

期的數值，來予以分析。 

 

2. 事件史分析的估計原理與概念： 

在事件史分析中，風險率（hazard rate）、存活函數（survival function）是相

當重要的概念，假定研究標的事件Y 在時間點 k 時發生，例如本研究所探討的離

開領導職務的事件，則我們可以將風險率 ( )kh t 定義為「Y 在 k 時間點之前未發

生，而在 k 時間點發生的機率」： 

 
1 1( ) Pr( 1| 0,..., 0) Pr( 1| )k tk tk t tk kh t Y Y Y Y T t−= = = = = = ≥  

 

「風險率」主要定義的是事件於特定時間的發生機率。在本研究中，筆者便

以中共黨政菁英離開領導職務作為觀察標的。以此，可定義為離開領導職務的「離

職風險率」。當離職事件發生後，則原有任職狀態將不再存活。相反地，「存活函

數」則表示菁英仍任職於領導職務的機率。從數學式來說，所定義的則是離職事

件Y 在第 k 個時間點之前未發生的累積機率： 

 
( ) Pr( )k kS t T t= >  

 

進一步的說，存活函數也等於事件在時間點 1k − 之前都「存活」，同時事件

亦未發生的累積機率，與風險率的關係如下所示： 

 

1
1

( ) [1 ( )] ( ) [1 ( )]
k

k k k j
j

S t h t S t h t−
=

= − = −∏  

                                                                                                                                            
Event Recurrences,” Quality and Quantity, vol. 23, no. 3-4, (September 1989), p.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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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若我們以機率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的角度，也就

是事件Y 特定時間發生的機率，則仍必須要考量該事件在時間 k 前未發生的機

率，為： 

 
1( ) Pr( ) Pr( | ) Pr( ) ( ) ( )T k k k k k k kf t T t T t T t T t h t S t −= = = = ≥ ≥ =  

 

透過以上的說明，可以瞭解事件史分析透過前一個時間點的條件機率設定，

來考量那些在觀察時間中事件未發生的機率，也就是「風險率」。當然，在現實

世界中，事件的發生時間可能於任一時間點，因此，我們可以透過連續時間

（continuous time）的設定來展示風險率、存活函數與機率密度函數的關係。在

連續時間中，機率密度函數為： 

 

0

Pr( )( ) limT t

t T t tf t
tΔ →

< ≤ + Δ
=

Δ
 

存活函數則是： 
( ) Pr( )S t T t= >  

 

因此，風險率可定義為： 

 

0 0

0

Pr( | ) Pr( , ) / Pr( )( ) lim lim

( )Pr( ) 1 ( )      lim / Pr( )
( ) ( )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h t
t t

f tt T t t dF tT t
t S t S t dt

Δ → Δ →

Δ →

< ≤ + Δ > < ≤ + Δ > >
= =

Δ Δ
< ≤ + Δ

= > = =
Δ

 

 

「風險率」是事件史模型裡的分析標的。必須強調的是，在上述方程式的定

義下，間斷時間的事件史分析風險率（ ( )kh t ）被定義為「標的事件在特定時間

點前未發生，而在該時間點發生的機率。」然而，在連續時間裡，風險率則是考

量事件未發生的機率下，於一瞬間發生的「比率」（event rate）。為了避免排除事

件未發生的研究個案，事件史分析的主要特點在於以風險率與存活函數的概念呈

現個案的狀態轉移狀態。 

 

透過以上事件史分析方法的說明與探討，以「風險率」來定義菁英狀態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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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是相當適合用於分析菁英仕途發展的計量研究方法。在本研究六、七兩

章仕途發展的實證分析裡，「事件史分析」是筆者分析中共黨政菁英從任職至離

開職務，以及晉升、離退等狀態轉換的計量方法。88值得說明的是，本研究中共

黨政人事資料庫的個人職務經歷建置，時間以年度為單位，且刻度記錄至月份。

具體來說。例如習近平於 2002 年 10 月至 2003 年 1 月任浙江省長，2002 年 11

月至 2007 年 3 月任浙江省委書記。則按本研究的職務經歷計算方式，前者的經

歷將計算為 0.33 年，後者則是 3.33 年。相對來說，如此時間單位足夠細緻的刻

度測量，適合以「連續時間」的設定來估量風險率。89其次，雖然菁英擔任領導

職務正、副職與其行政級別並無絕對關聯性，90但一般來說，曾擔任過正部極職

務但改革開放後遭到降級又能「東山再起」的政治菁英相當少。因此，在定義上，

本文將中共菁英任職於領導職務視為「不可重複事件」（unrepeatable event）。 

 

在進入具體的實證分析之前，第四章我們將以依組織邏輯所建構的菁英甄補

分析架構，來說明中共菁英甄補制度規範的累積過程以及全體菁英構成屬性的變

化，為接下來的實證分析提供總體脈絡背景。 

 

 

 

                                                 
88 進一步的模型選擇，請見第六、七章的說明。 
89 Paul D. Alliso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Event Data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4), p. 14. 
90 見本章註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