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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菁英甄補與轉型的總體脈絡：1978-2008 

 

在具體分析菁英流動的持續與變遷課題之前，在第四章裡，我們主要透過領

導人談話與歷史文件，分析鄧、江、胡等領導人下中共菁英甄補制度的演變過程，

以及實質甄補效果。自四人幫倒台與華國鋒「兩個凡是」路線遭扭轉後，中共於

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全黨工作重點轉移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黨路線改變

下，領導人開始思考黨內幹部是否能達成政策目標之課題，讓 80 年代後中共開

始進行一連串的領導體制改革。具體而言，這些改革措施主要涵蓋「領導體制」

與「幹部制度」兩者範疇。在領導體制改革上，包括重新設立中央書記處、恢復

各級黨紀律檢查委員會、黨政分開等，目的在於順理不同職務、部門之間幹部的

權責關係，防止黨權力過度集中於個人的情況再次出現。1而改革幹部制度主要

在於建立領導幹部的選任標準，在推動廢除領導職務終身制後，菁英體制方具流

動空間。以此，中共領導人如何甄補新成員，包括具體措施與實際效果為本章探

討的主要焦點。 

 

隨著時間演變，幹部選拔規範逐漸落實至各級黨政領導幹部中，也對往後中

國大陸菁英流動的演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前一章透過組織邏輯所發展的分析

架構，在既有組織存活下，「制度遺緒」限制、「組織目標」以及領導人「權力維

持」考量，將影響不同時期菁英甄補持續與變遷的幅度與範圍。以此我們將對中

共不同領導人下的菁英甄補規範，進行以時間為軸向的延續性分析。 

 

本章中我們討論的焦點一共有兩個。首先，是中共如何改善菁英結構？幹部

選拔制度如何建立與演變？我們將運用第三章所發展的組織邏輯甄補分析架

構，來呈現中共幹部制度的演變過程。第一節介紹鄧小平復出後，中共黨目標調

整的歷史背景，以及主要領導人如何思考幹部選拔制度的課題，以此釐清改善菁

英結構的動機；同時也介紹幹部選拔制度的主要內容。第二節則是說明江澤民、

胡錦濤依序接班仍延續鄧小平路線下，幹部選拔制度如何呈現累積與延伸的現

象。在描繪幹部制度規範的建立過程後，那麼，不同時期菁英組成的特性與變化，

是否將隨著這些幹部制度的制訂而產生改變？第三節以 1970 末期至今全國人

                                                 
1 本章的主要焦點將集中於中共菁英體制的改善上，至於領導體制的規範設計與演變，可見閻

穎，中國共產黨領導體制的歷史演變（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年），頁 23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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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協兩會後的人事改組作為觀察時間點，分析中共黨政正部級（含以上）職

務菁英組成特性的演變。以此，本章主要透過制度積累與經驗資料的支持，為接

下來的實證分析建立總體背景與脈絡。 

 

 

第一節  鄧小平復權與幹部制度圖像的建立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大陸政經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在本節中，我們將首先

簡要說明文革後鄧小平復出的歷史背景以及黨目標調整的經過；其次也針對中共

主要領導人談話內容進行分析，說明幹部制度改革的考量與動機並呈現鄧小平時

期建立幹部選拔制度的實質內涵。 

 

一、鄧小平復出與黨目標的調整 

剷除四人幫後，華國鋒為了凸顯自己身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2在路線上

宣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

終不渝地遵循」的兩個凡是原則。然而，在「元老派」的壓力下，31977 年 7 月

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得以恢復被罷黜前的所有職務，同時在文革期間遭流放的大

批老幹部也陸續復職，為鄧小平奪權成功打下重要基礎。在理論務虛會議與西單

牆事件中，這些黨內具有聲望的老革命家接二連三對「兩個凡是」的主張提出批

判，4讓華國鋒不得不承認路線的錯誤。1978 年 12 月所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確立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國防）四個現代化、提高生產力為中心的

務實路線，宣示鄧小平所主張「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的全面勝利。5在

                                                 
2 在文革期間，華國鋒任湖南第一書記，並於 1975 年出任國務院副總理。周恩來過世後，華國

鋒更為毛澤東選派為國務院代總理。因為華國鋒在黨內並無顯赫的資望，讓毛澤東認為華國鋒

將不會在他死後背叛自己。 
3 所謂「元老派」，指的是以葉劍英為代表，在文革初期受過打擊的革命元老。在立場上，他們

主張盡快轉向「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另外，以李先念為代表的「務實派」也有相同的主

張。請見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年紀實（上冊），頁 54-55。另外，陳永發

則是認為無務實派與元老派的區隔，而是將毛死後的中共高層政治勢力分為掌握黨機器的四人

幫、文革受益的華國鋒與汪東興等人，以及葉劍英、李先念等元老派，請見陳永發，中國共產

革命七十年（下）（台北，聯經出版社，2001 年），頁 873-874。 
4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年紀實（上冊），頁 136-139。 
5 鄧小平復出後，則主張「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來取得意識型態的主導權。關於

這個時期的權力鬥爭與領導人談話，可見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年紀實（上

冊），頁 114-136，以及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下），頁 89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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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全會中，陳雲也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務，恢復文革前的決策職務，同時在

新成立的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出任第一書記。進入 80 年代前期的中共政治，鄧

小平與陳雲成為掌握權力核心的主要人物。 

 

值得強調的是，1979 年 3 月鄧小平在黨的理論工作務虛會中也表示：「我們

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

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路；第二，必須堅持無產

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領導；第四，必須堅持馬列主義、毛澤東思

想。」6說明了鄧小平即使反對毛澤東晚年不斷革命的路線，但也承接毛澤東自

中共建政以來的領導地位。 

 

「政治路線確立了，要由人來具體地貫徹執行。」7在務實路線建立後，鄧

小平開始進行組織人事的改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胡耀邦接替「凡是派」郭玉

峰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職務。胡耀邦掌握人事大權後，全力為冤假錯案進行平

反。8這些老幹部回到領導崗位，自然地對舊長官鄧小平存有感激之心。在重新

掌握黨機器後，鄧小平的地位也宣告穩固。 

 

二、改善菁英結構的急迫性與動機 

在大批老幹部返回工作崗位後，中共幹部呈現年齡結構老化的現象。9這表

示一部份幹部因年齡原因無法正常工作，同時這些幹部也缺乏經濟與現代化建設

相關領導能力。顯然地，菁英年齡過大與知識專業的欠缺已成為中共實現組織目

標的重要障礙。這使得菁英更替機制的建立，將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

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另一方面，如何透過適當條件的篩選抑制文革餘孽份子勢力

復甦，也成為中共領導人必須考量的權力維持因素。接下來，我們以組織目標與

領導人權力維持考量的角度，來說明中共主要領導人建立幹部制度規範的動機與

                                                 
6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 年 7 月 29 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164-165。 
7 鄧小平，「思想路線政治路線的實現要靠組織路線來保證」（1979 年 7 月 29 日），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頁 191。 
8 請見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下），頁 899-905。 
9 據統計，1980 年國家機關各部委正副部長、直屬局局長的平均年齡為 63.6 歲，且僅超過三分

之一（36.22%）具有大專以上學歷；而省級黨委領導班子裡，平均年齡也在 60 歲以上，具有

高等教育者比例更僅有 15.52%。請見中共中央組織部編著，黨政領導幹部統計資料匯編

（1954-1998），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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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路。 

 

（一） 組織目標的貫徹：成員的調整 

在全黨目標從階級鬥爭轉移至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建設後，中共領導人也思

考如何貫徹組織目標的問題。然而，這些被恢復職務的老幹部存在年齡老化，以

及專業能力不足的現實問題。鄧小平在 1979 年 7 月接見海軍委員會常委時便指

出：「現在各級領導班子歲數太大，經歷不夠。軍隊也存在這個問題。現在擺在

老同志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識地選拔年輕人，選一些年輕的身體好的同志來

接班。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不在了，將來很難解決。」10同

年十一月，在面對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等級的幹部會議中，鄧小平也表示：「現

在我們國家面臨的一個嚴重問題，不是四個現代化的路線、方針對不對，而是缺

少一大批實現這個路線、方針的人才。」11隔年在接受義大利記者的訪問中，鄧

也特別提出：「過去沒有規定，但實際上存在領導職務終身制。這不利於領導層

更新，不利於年輕人上來，這是我們制度上的缺陷。這個缺陷在六十年代還看不

出來，那時我們還年輕。這不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整個制度的問題，更多地是關

係到我們的方針、四個現代化能否實現的問題。」12這表示對於既有幹部能力不

足，以及年齡老化導致工作效率的低落，的確是鄧小平推動幹部制度改革的重要

動機。 

 

另一方面，陳雲也對幹部老化的問題表示意見。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指

出：「現在省委、地委的主要負責同志多數是六十歲以上的幹部，其中不少還是

七十歲以上的幹部…這種狀況顯然已經不能適應我國近十億人口大國的繁重領

導工作…從現在起，就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年幹部，讓德才兼備的中青年幹

部在各級領導崗位上鍛鍊。」13雖然他在路線上與鄧小平有所歧異，以至於對老

幹部缺乏專業知識能力的問題較少著墨，僅主張「德才兼備」的選拔標準，但幹

                                                 
10 鄧小平，「思想路線政治路線的實現要靠組織路線來保證」（1979 年 7 月 29 日），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頁 192。 
11 鄧小平，「高級幹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良傳統」（1979 年 11 月 2 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頁 220-221。 
12 鄧小平，「答義大利記者奧琳埃娜、法拉奇問」（1980 年 8 月 21 日、23 日），鄧小平文選（第

二卷），頁 348。 
13 陳雲，「提拔培養中青年幹部是當務之急」（1981 年 5 月 8 日）陳雲文選（一九五六—一九八

五年），（北京：人民出版社，1986 年），頁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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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年輕化」的確成為 70 年代末期中共領導人的共識。14 

 

（二） 權力維持的考量：又紅又專的選拔依據 

除了改善組織成員素質，以具貫徹政策目標的具體能力外，中共也希望儘早

篩選新進成員，杜絕文革殘餘勢力在老幹部凋零後上台。即便改革開放後鄧小平

的「超趕」心態，與陳雲主張「穩定壓倒一切」的主張存在經濟路線之爭。15但

是對文革殘餘勢力的杜絕，卻成為他們的共同利益與目標。 

 

對於幹部選拔條件的課題，鄧小平於在 1979 年接見海軍常委時便提到：「選

幹部，標準有好多條，主要是兩條，一條是擁護三中全會的政治路線與思想路線，

一條是講黨性不講派性。」16在隔年 1 月中共中央幹部會議談話中，鄧也強調「只

靠堅持社會主義道路，沒有真才實學，還是不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無論在什麼崗

位上，都要有一定的專業知識和專業能力…專並不等於紅，但是紅一定要專…沒

有黨的領導，真正又紅又專、特別是有專業知識和專業能力的隊伍也建立不起

來。」17這表示「紅」與「專」兩者，是鄧小平認為幹部必須兼備的條件。 

 

在 1980 年 8 月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中，鄧小平對於幹部甄選條件與接班形式

描述的更為具體，同時這一次的談話也說明既有領導制度具有官僚主義、形式主

義與權力過份集中的缺失，可說是 80 年代中共制訂幹部制度與領導體制改革規

範的指導性文件。18在幹部條件上，他強調「跟隨林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

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不能提上來，一個也不能提上來，已經在

領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文化大革命』中長期對林彪、江青一夥的做

法不滿，進行積極或消極抵制，政治表現好，又肯幹，有專業知識的中青年幹部，

                                                 
14 除了鄧小平與陳雲之外，葉劍英在建國三十週年的談話中，也提出幹部平均年齡過大的問題。

請參見葉劍英，「向著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1979 年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主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重要文獻選讀（上）（北京：人民出版社，1987 年），頁 88。 
15 關於鄧小平與陳雲的經濟主張，陳雲認為用「市場」必須要在計畫的架構下進行，來活絡經

濟，鄧小平則認為在計畫經濟的框架下無法追求高速的經濟成長，他主張必須要在短期內全力

趕上文革所浪費的十年，因此陳雲的「穩定壓倒一切」以及鄧小平的「超趕」心態可說是兩人

路線最大差異之處。請見吳玉山，遠離社會主義：中國大陸、蘇聯和波蘭的經濟轉型（台北：

正中書局，1996），頁 68-70。 
16 鄧小平，「思想路線政治路線的實現要靠組織路線來保證」（1979 年 7 月 29 日），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頁 192 
17 鄧小平，「目前的情勢和任務」（1980 年 1 月 16 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262-266。 
18 鄧小平，「黨與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1980 年 8 月 18 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32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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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行各業、各地區、各單位都有，問題是我們沒有發現和提拔他們。」19除了積

極抵制文革的菁英份子外，消極不作為的「逍遙派」也是鄧小平所肯定具政治正

確與忠誠的幹部；同時他也主張必須建立新的晉升與審核標準。他提到「用坐火

箭、坐直升飛機的辦法提拔幹部，我們再也不能這麼幹了。幹部要順著臺階上，

一般的意義是說，幹部要有深入群眾、熟悉專業、積累經驗和經受考驗鍛煉的過

程…打破那些關於臺階的過時的觀念，創造一些適合新形勢新任務的臺階，這才

能大膽破格提拔。」20針對文革餘孽回朝的課題，陳雲也強調預防的重要性，他

在十二大的發言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其間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

嚴重的人、打砸搶份子，這三種人一個也不能提拔…還有兩種人也不能提拔，就

是反對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路線的人，以及在經濟領域內和其他方面嚴重違法亂

紀的人。」21 

 

為此，可以發現在權力穩固的考量下，對黨路線的忠誠擁護與學歷等專業性

條件的確成為中共領導人在黨組織目標改變後選拔菁英的具體標準。其中對黨中

央的路線認可，更是這些條件的前提。22那麼，實質的制度規範內容為何？接下

來我們將說明鄧小平時期幹部選拔制度規範的主要內涵。 

 

 

三、幹部制度圖像的建立 

透過上述的探討，在「組織目標」貫徹以及領導人「權力維持」下，中共自

80 年代起制訂一系列的幹部制度規範。這些規範主要可分為兩個面向。首先是

關於菁英流動的具體規範，包括年齡限制、有限職務的任期制規範，以及菁英向

上晉升的相關規定。其次，針對文革殘餘勢力以及 1989 年六四天安門事件所引

發的政治危機，中共也進行大規模的幹部忠誠考察，來確立領導班子對擁護黨中

央路線與領導地位的忠誠。 

 

                                                 
19 同前註，頁 324-325。 
20 同前註。 
21 陳雲，「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82 年 9 月 6 日），陳雲文選（一九五六—

一九八五年），頁 283-284。 
22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到，為了逐步制訂完善幹部制度，提出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

三條件。然而必須以「革命化」，即堅持社會主義道路為前提。請見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

保證安定團結」（1980 年 12 月 25 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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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幹部退休與選拔規範的設立 

關於幹部退休規範，1982 年 2 月中共中央首先作出《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

制度的決定》，規定「擔任中央、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省、市、自治區黨委

第一書記、書記、省政府省長、副省長，以及省、市、自治區紀律檢查委員會和

法院、檢察院主要負責的幹部，正職一般不超過 65 歲，副職一般不超過 60 歲。

擔任司局長一級的幹部，一般不超過 60 歲。」23然而，該決定也允許可允許個

別狀況的續任，包括「因工作確實需要，身體又可堅持正常工作的，經過組織批

准，也可以在一定時間內暫不離休退休，繼續擔任領導職務。」24以及「在黨與

領導人層級上，需要保留少量超過離休退休年齡界限的老革命家」的說明。25這

是第一個有關中共領導幹部的年齡離退限制，但明顯地擔任領導人的革命元老並

不在年齡劃線離退的限制範圍內。 

 

除了年齡限制外，同年 1982 憲法也率先對國家領導人級職務提出任期規

定。新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政府委員長、國家正副主席、國務院正副總理與

國務委員等職務連續任職不得超過兩屆。除此之外，為配合以年齡為劃線的退休

制度，1982 年中共黨章規定，在各級領導機關與所屬部門，可設立「顧問委員

會」，26來撫平老幹部可能的反彈聲浪。同時對於幹部組成也強調「努力實現幹

部隊伍的革命化、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黨的幹部必須接受黨的培訓，接

受黨的考察和考核」、「黨應當重視培養、選拔女幹部和少數民族幹部」。幹部「四

化」標準也在十二大列入本世紀末四項重點工作項目之一。27 

 

至此，中共開始加強其於幹部培訓、考察與審核的規範設置。1983 年 10 月

中央組織部發出《關於建立省部級後備幹部制度的意見》。28其中對副部級以上

                                                 
23 中央辦公廳，《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制度的決定》（1982 年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主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重要文獻選讀（上），頁 414。 
24 同前註。 
25 同前註，415。 
26 鄧小平於中顧委第一次全會上便明確表示：「顧問委員會是解決我們這個老黨、老人實現新舊

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我們中央委員會能夠逐步地更年輕化一些，同時也能使我們一

些老同志，在退居第一線之後，還能夠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

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參謀，這是說的性質…」。請見姜華宣、張蔚萍、肖甡主編，中國共產黨

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年），頁 462。而如此過渡性質的

機關，也在 1992 年十四大廢除。 
27 姜華宣、張蔚萍、肖甡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456。 
28 中央組織部，《關於建立省部級後備幹部制度的意見》（1983 年 10 月 5 日），人民網，中國共

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7/71591/4855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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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後備幹部的人數與條件進行明確的規定，包括「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念」等

幹部條件，也多次出現在往後的相關文件中。29除了共產主義、文革表現等政治

條件外，該意見也首先對幹部專業性條件應具「大專文化」程度的規定。同時也

強調後備幹部年齡應形成梯形結構。再者，1986 年 1 月中央辦公廳所發出《關

於嚴格按照黨的原則選拔任用幹部的通知》裡，除了再次強調幹部選拔的個人條

件外，更強調選拔程序。該通知提到：「提任上一級領導職務的幹部，都應在下

一級領導崗位上經過一段實踐鍛煉，取得領導經驗，並有顯著成績。幹部一般要

逐級提拔。越級提拔的，必須是特別優秀、工作又特別需要的。」30這是相關規

定中首次提及幹部「逐級提拔」的選拔原則。 

 

進入 90 年代，中共開始對黨政部門幹部交流制度提出原則性規範。1990 年

7 月中央辦公廳所發出《關於實行黨和國家機關領導幹部交流制度的決定》裡，

強調「針對省部級幹部，在一個地區或部門工作時間較長的應當進行交流；在同

一崗位工作時間較長的，可在本地區的同級崗位之間進行交流。在中央與地方之

間進行交流，也可以在不同地區之間進行交流，有的還可以在中央各部門之間進

行交流。」31值得注意的是，其強調「特別要注意從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交流一

部分領導幹部到經濟相對落後的地區任職。」這是第一個對於領導幹部的職務歷

練提出要求的制度規範，其背後的意涵便是期待未來幹部具有全方位（中央與地

方，經濟發達與落後地區）的領導經驗。如此的思路也出現在培養青年幹部的決

定裡。隔年 9 月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抓緊培養教育青年幹部的決定》強調「脫

產輪訓、基層訓練、交流與輪換」的重要性。該決定更主張「擬提拔擔任上一級

領導職務的青年幹部，一般應具有下一級兩個以上工作崗位的經歷﹔在同等條件

                                                 
29 在人數上，該意見強調「於 1984 年 7 月以前，共選定 1000 名。其中省委書記、省長和中央

國家機關部長後備幹部 200 名，省委副書記、常委和副省長以及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的後備幹

部 800 名。每個省、市、自治區 200 名左右，共 600 名；每個部委 5 名左右，共 400 名。」在

條件部份，則是主張後備幹部應具「1. 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念，掌握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

的基本理論，堅決擁護黨中央的路線、方針、政策，並能身體力行，有強烈的事業心和高度的

責任感，有開創新局面的膽識和才幹；2. 『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好，政治上堅定可靠，思想

意識健康，作風正派，能夠聯繫群眾；3. 眼界寬闊，思想解放，有綜合分析能力，勤奮好學，

知識面較廣，有創見，有幹勁，並有較強的組織領導能力，工作成績突出；4. 具有大專文化

程度（包括經過自學達到大專水準的）；不僅要注意學歷，還要看是否有真才實學；5. 後備幹

部的年齡，要形成梯形結構，一般為 45 歲左右和 40 歲左右；6. 身體健康。」等條件。該「意

見」對幹部條件的規範，也成為往後相關制度的重要依據。 
30 中央辦公廳，《關於嚴格按照黨的原則選拔任用幹部的通知》（1986 年 1 月 28 日），人民網，

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7/71591/4855033.html。 
31 中央辦公廳，《關於實行黨和國家機關領導幹部交流制度的決定》（1990 年 7 月 7 日），人民網，

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7/71591/4855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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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凡在多個部門、多個工作崗位間交流或輪換並表現好的，應優先提拔使用。」

32 

 

（二） 幹部政治忠誠的審查 

除了幹部「年齡」、「任期」、「梯隊年齡配置」、「學歷」、「職務交流經驗」等

條件制訂相關規範外。80 年代中共也同時不斷地透過篩選與審查，來確立幹部

對黨路線與領導地位的擁護。1983 年十二大二中全會裡中共提出「整黨」工作，

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除了「三種人」外更強調排除「對十一屆三

中全會以來黨的路線、方針和基本政策持抵觸態度」、「經不起歷史挫折的考驗和

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他們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背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

黨的路線、方針和基本政策，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等兩類人於領導幹部行列之

外。33自 83 年起，中共對領導幹部進行了初步清理。據統計，至 87 年 7 月為止

共有超過 13 萬人遭查核，其中確定是「三種人」者共有 5,540 人，確定犯嚴重

錯誤者則達 3 萬 8 千人。34 

 

另一方面，針對 80 年代末期蘇聯、東歐共產國家的瓦解，以及六四天安門

學運所引起的風潮。中共也決定加強幹部的政治思想建設。在 1989 年 8 月全國

組織部長會議裡，組織部長宋平強調：「我們絕不能低估國際上敵對勢力通過和

平演變的手段，妄圖改變黨的性質，顛覆社會主義制度的陰謀所造成的危害…國

內一些人，大肆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妄圖把革命納入資本主義軌道，我們絕不

能低估長期以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氾濫在黨內造成的思想混亂。」35為此，

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再次清查黨組織成員、加強

考核幹部以及著手黨幹部的思想整頓。36 

 

透過本節分析，可以歸納鄧小平在掌權後，為因應黨政治路線的調整，使得

黨內幹部選拔上明確納入年輕化、專業化、知識化的相關規範。對照毛澤東強調

                                                 
32 中央辦公廳，《關於抓緊培養教育青年幹部的決定》（1991 年 9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主編，十三大以來重要文獻選編（下）（北京：人民出版社，1993 年），頁 1672-1677。 
33 「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1983 年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十二大以來

重要文獻選編（上）（北京：人民出版社，1986 年），頁 390-409。 
34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著，黨政領導幹部統計資料匯編（1954-1998），頁 4。 
35 姜華宣、張蔚萍、肖甡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 年），頁 533。 
36 張小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下）（北京：人民出版社，2004 年），頁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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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列主義」的選拔條件，37改革開放前後領導人幹部選拔的考量的確是相當不

同的。然而，「革命化」，即擁護黨中央路線與領導地位更是幹部替換過程中仍堅

守的重要前提。即便鄧小平與陳雲在經濟路線上有所差異，但是面對共同敵人

下，也讓他們具有相同的利益基礎來排除那些「文革餘孽」回到幹部行列。 

 

由於高層領導人對經濟體制路線尚存爭議，為此鄧小平於 1987 年十三大總

結「一個中心，兩個基本點」（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為基

本點）為黨基本路線，試圖以此淡化與保守派的路線差異。或許是為了維護黨內

穩定與維持自己的領導地位，避免造成大規模反彈聲浪，使鄧時期的幹部甄補制

度，包括年齡、任期限制等規範僅限於正省部級以及國家機關領導人。黨領導人

職務的輪替規範（含制度與慣例）可說是處於空白階段，顯得「人治、妥協」的

色彩相當濃厚。38但是，幹部梯隊年齡配置、學歷限制與部門職務交流等規範，

卻對往後的幹部選拔造成極為深刻的影響。 

 

總的來說，鄧小平時期的菁英甄補，主要受到「組織目標」調整，以及領導

人「權力考量」兩者因素影響。在黨目標調整為強調經濟建設目的之後，中共具

有「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因而納入不同於毛澤東時期的菁英選拔條件，更為

強調專業菁英的重要性。換句話說，毛澤東時期菁英甄補的「制度遺緒」規範在

黨目標調整下受到揚棄。另一方面，針對黨路線的維護以及專政的組織生存目

標，卻也存在著以維持「專政」根本目的的制度建設。以此，鄧小平時期的幹部

制度建設圖像，可說是融合「發展」與「專政」兩者不同邏輯，同時經由數次的

政治忠誠審查來看，更可發現「專政維持」是中共菁英選拔最重視的根本原則。 

 

                                                 
37 在「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一文中，毛澤東以「要搞馬列主義，不搞修正主義」作為

第一標準，對於專業知識條件則毫無強調。見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
年 6 月 16 日），請見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1/content_2533909.htm。 

38 關於這個時期中共高層領導人路線之爭的探討，可見楊繼繩，中國改革年代政治鬥爭（香港：

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17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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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制度積累、延伸與限制 

 

1989 年六四天安門事件，逆轉了改革開放後較為開放的政治、社會氛圍，

同時蘇聯與東歐共產國家陸續解體也對中國帶來「示範效應」的壓力，使得鄧小

平不得與保守派政治勢力妥協，讓江澤民出任中央總書記。39然而 1992 年鄧小

平南巡後，江澤民選擇延續鄧小平加強改革開放力道的經改路線。在延續鄧小平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路線基調，以及 90 年代後並無出現危害中共統治正當性

明顯的重大經濟、社會危機下，讓江澤民、胡錦濤依序接班後的幹部甄補規範呈

現制度堆積的趨勢。 

 

相較於鄧小平大幅調整黨目標對菁英甄補的影響，由於江澤民以降的中共領

導人依循鄧小平路線，使得菁英甄補進入制度「鎖入」階段。本節主要說明江、

胡時期的幹部選拔規範如何呈現制度、慣例累積與延伸的趨勢。首先，筆者將分

別探討江澤民、胡錦濤接班後的政治路線，說明其政治主張。其次，探討 90 年

代中期以來的制度規範累積成果，以及後鄧小平時期具有「上海幫」與「共青團」

背景領導幹部的仕途發展。本節主要的目的在於呈現中共領導人在延續鄧小平路

線的前提下，即使欲晉用與自己關係相近的領導幹部，卻也必須遵守既有規範的

限制，來凸顯領導人的「權力維持」考量必須限於「制度遺緒」的現象。 

 

一、鄧小平路線的延續：江、胡的接班 

在胡耀邦、趙紫陽下台後，江澤民的接班可說是鄧小平與保守派的妥協。在

此同時，鄧仍然透過軍權的掌握持續發揮政治影響力，40同時江澤民政務上開始

向左傾斜，41讓鄧小平對於改革開放路線仍否延續感到憂心。故 1992 年 1 月，

他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在楊尚昆的陪同下展開南巡。鄧在南巡中的講話提到：「姓

                                                 
39 同前註，頁 477-486。 
40 鄧小平安排了楊尚昆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楊白冰出任書記處書記與軍委秘書長，使其雖然

卸任軍委主席，但對軍隊仍具有絕對的控制力，請見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

轉力轉移，1978-2004，頁 130。 
41 對於一些私營企業主的違法行為，江澤民提出的處置辦法是：「把他們搞的傾家蕩產!」，多次

提到毛澤東的「兩把刀子論」（列寧與史達林），並在中國共產黨建黨 70 週年上，重提「階級

鬥爭」等作為，可見楊繼繩，中國改革年代政治鬥爭，頁 48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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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利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

產力，是否有利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力，是否有利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準…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不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和

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2 

 

鄧小平的公開談話，使得江澤民不得不必須權衡保守派與改革派路線的力量

對比，最後江澤民還是選擇依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路線。同年 3 月中央政治局會

議中江便將鄧小平「三個有利於」的相關談話納入會議決議，並於 1993 年十四

大政治報告中確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加強經濟改革步

伐與進一步對外開放。43以此，鄧小平歷史地位以及過去 14 年改革開放道路的

正確性也隨之建立。 

 

另一方面，至 2003 年江澤民主政期間中，也充分可見延續鄧小平路線的政

治路線。在 1997 年十五大裡，江澤民更提到：「保證繼承鄧小平同志遺志堅定不

移地沿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的正確路線…在當代中國，只有鄧小平理論，而沒

有別的理論能夠解釋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問題。」並延續趙紫陽所提出「社會主

義初階論」，以持續經濟建設，發達生產力為目標。44江澤民於 2000 年更提出「三

個代表」（黨成為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

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利益的忠實代表）來提昇自己的歷史地位與毛澤東、鄧小

平等人並列。45不可否認的，鄧小平路線延續性在江澤民主政時期是相當明確的。 

 

相較於江澤民接班具有鄧小平與保守派的妥協色彩，胡錦濤的接班人角色則

早在 90 年代初期便受到鄧小平所確認。或許顧忌改革開放路線再受動搖，1992

年中共十四大時，鄧小平便安排當時不足 50 歲的胡錦濤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作

為江接班人意味相當濃厚。如前一節所述，十六大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也僅有胡錦

                                                 
42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 年 1 月 18 日-2 月 21 日），鄧小

平文選（第三卷），頁 373-375。 
43 關於十四大政治報告，全文可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表大會數據庫（第十四次全

國代表大會），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 
44 關於十五大政治報告，全文可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表大會數據庫（第十五次全

國代表大會），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5.html。 
45 「三個代表」一詞首先出於江澤民於廣東考察的談話，請見江澤民，「在新的歷史條件下更好

地做到三個代表」（2000 年 2 月 25 日），江澤民文選（第三卷），（北京：人民出版社，2006
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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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一人留任，這表示在第四代領導班子接班時，相較江澤民上任的情況，胡錦濤

應較具有用人與發揮空間。 

 

其次，歷經長達 25 年強調「發展」的經濟建設，中國大陸面臨區域、農村

與都市的發展不均，社會出現嚴重的分配問題。46為此胡錦濤於 2003 年十六屆

三中全會《關於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若干問題的決定》裡，強調完善社會

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落實「科學發展觀」，47其主

要強調的是在追求發展之餘，重視區域均衡與分配的課題。不同江時期持續追求

發展的組織目標，胡錦濤轉為重視總體社會、區域均衡發展的分配議題。即便如

此，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仍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佈局的概

念。48這意味胡錦濤仍遵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路線。總的來說，雖然胡主政下的

中共轉為重視總體社會發展，但對黨目標而言仍僅呈現「微調」的狀態。 

 

因此，延續江澤民時期菁英甄補演變的特色，胡錦濤任上後中共菁英甄補的

演變特色仍深受制度遺緒限制的影響。在十七大的人事交班中，吳儀、張立昌、

曾慶紅、吳官正、羅幹、曾培炎等人也因為年齡即將到屆而離開政治局。49按本

文依組織邏輯所提出的分析架構，除非胡錦濤未來任內受到重大外在環境危機，

為了黨執政地位維繫，而在其他領導人的支持下調整組織路線以推翻既有制度制

約，否則胡錦濤也應於十八大時屆齡離退。 

 

 

 

                                                 
46 包括「三農」（農業、農民、農村）問題、都市化所導致的農村徵地衝突、失業率逐年上升等

社會問題，已成為中國大陸在快速發展下，相當受關注的重要議題。請見汝信、陸學藝、李培

林主編，2005 年：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年）。另外，

學者也從「斷裂式」社會的角度，說明中國改革開放以來的總體發展過程。其主要論點是改革

開放的過程中，地方經濟的成長動力主要來自在中央放權讓利與鼓勵私營企業，因而造成是地

方政府官員、知識份子、三資企業緊密結合的現象。如此的論述說明了即便中國出現所謂的「中

產階級」，但他們多是共黨專政下的既得利益者。因此，當經濟開始呈現衰退，首當其衝將是那

些沒有在經改過程中獲得具體利益的社會大眾。請見孫立平，轉型與斷裂：改革以來中國社會

結構的變遷（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26-76。 
47 全 文 可 見 人 民 網 ， 中 國 共 產 黨 歷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數 據 庫 （ 第 十 六 次 三 中 全 會 ），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11/4429165.html。 
48 關於十七大政治報告，全文可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表大會數據庫（第十七次全

國代表大會），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106155/106156/6430009.html。 
49 除此之外，陳良宇因社保資金案遭開除黨籍，而黃菊則於 2007 年 6 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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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幹部甄補制度的累積與延伸 

江澤民、胡錦濤主政下延續了鄧小平時期黨的經濟建設目標。就幹部甄補制

度而言，這個時期制度、規範與慣例具有兩者特色。首先是呈現明確的制度累積

現象。對於鄧小平時期所設立的「年齡」、「梯隊年齡配置」、「學歷」、「職務交流

經驗」等規範，具有明顯的制度累積現象。針對省部級以下幹部選拔的條件需求，

包括學歷、職務經歷與年齡配置都有更確切的相關法規與命令限制。其次是選拔

規範向黨務部門延伸的特色。相較鄧小平時期黨務部門幹部輪替規範的空白，則

90 年代中期後首先出現黨領導人 70 歲劃線離退的先例，以及黨政領導職務任期

制的規定。 

 

（一） 職務經歷要求的制度強化 

江澤民主政下所制訂的幹部甄補制度規範，基本上延續鄧時期所建構的基本

制度輪廓。1995 年 2 月中央辦公廳發佈《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行條例》，

50其中「黨管幹部」便是選拔任用黨政領導幹部的第一原則。同時，該條例進一

步明確指出領導幹部晉升所需的「職務經歷」與「學歷」條件，強調「提任縣（處）

級以上領導職務的，一般應當具有在下一級兩個以上職位任職的經歷」、「由副職

提任正職，一般要在副職崗位上工作兩年以上，由下級正職提任上級副職，一般

要在下級正職崗位上工作三年以上」以及經過黨校或行政院校等培訓機關的受

訓。在學歷上，則要求「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其中省部級領導幹部

一般應當具有大學本科以上文化程度」。雖然該條例也不排除「破格提拔」的可

能性，但明確指出逐級提拔與晉升所需的工作經驗之根本選拔原則。 

 

除了職務經歷的原則性規範外，1998 年 6 月中央組織部頒佈《1998—2003

年全國黨政領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51則進一步強調部級後備幹部的年齡梯次

配置。該綱要指出：「中央、國家機關部委領導班子：成由 60 歲左右、55 歲左

右、45 歲左右的幹部構成的梯次配備。領導班子中 45 歲左右的幹部至少要有 1

名。部委正職中 50 歲左右的應有一定數量。省、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領

導班子：要形成由 60 歲左右、55 歲左右、45 歲左右的幹部構成的梯次配備。50

                                                 
50 中央辦公廳，《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行條例》（1995 年 2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主編，十四大以來重要文獻選編（中）（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 年），頁 1206-1223。 
51 中央組織部，《1998—2003 年全國黨政領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1998 年 6 月 24 日），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十五大以來重要文獻選編（上）（北京：人民出版社，2000 年），頁 436-450。 



 87

歲以下的幹部，黨委領導班子中要有 3 名，政府領導班子中要有 2 名；其中 45

歲左右的幹部，黨委、政府領導班子中至少各有 1 名。黨政正職中 50 歲左右的

應有一定數量。」此外，也再次強調領導班子成員的學歷條件，以及婦女、少數

民族、非中共黨員的選配工作。 

 

除了學歷、年齡與職務經歷的制度累積外，2002 年 7 月中共中央公布《黨

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例》也進一步強化黨政機關職務交流的制度規範。52該

條例提到「地方黨委、政府領導成員在同一職位上任職滿十年的，必須交流。民

族區域自治地方另行規定…黨政機關內設機構處級以上領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

任職時間較長的，應當進行交流或者輪崗；幹部交流可以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

地方與部門之間、黨政機關與國有企事業單位及其他社會組織之間進行。」53該

規定為黨務機關領導班子設下「任職期限」的初步限制。 

 

（二） 70 歲劃線離退的先例 

在 1997 年十五大人事安排中，喬石離開政治局建立 70 歲「劃線離退」先例。

就十五屆政治局與軍委會的人事組成來看，也僅有江澤民一人超過 70 歲。54這

也讓學者認為江澤民應具體做出於十六大交班的承諾。55如此的離退先例，或是

來自高層菁英妥協下的產物。然而黨領導人離退慣例的建立，也對未來中共政治

發展造成重大的影響。 

 

在十六大政治局的人事安排裡，12 位現任政治局委員，包括李鐵映、李瑞

環、丁關根、朱鎔基、李嵐清、姜春雲、錢其琛、尉健行、遲浩田、田紀雲、李

鵬、張萬年等人皆都因為超齡於 2002 年十五大七中全會全數離退，56十六大常

委會更僅剩胡錦濤一人留任。讓中共高層領導人首次出現客觀的年齡限制輪替慣

例，也可說是幹部選拔規範「制度化」的一大突破。 

 

 
                                                 
52 中央辦公廳，《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例》（2002 年 7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

編，十五大以來重要文獻選編（下）（北京：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2443-2467。 
53 該條例也強調同一地方（部門）的黨政正職「不同時易地交流」。 
54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轉力轉移，1978-2004，頁 153。 
55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p. 8. 
56 另外，謝非則是在 1999 年 10 月逝世。 



 88

（三） 黨政領導職務的任期制 

胡錦濤上任後，中央辦公廳於 2006 年 8 月所頒佈的《黨政領導幹部職務任

期暫行規定》，對黨政領導職務的任期與任職時間有更進一步的規範與限制。57特

別的是，該規定的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政權機關與國家機關的領導幹部，58這意

味著包括黨領導人級之最高權力核心菁英，也必須受到任期制度的限制。該規定

明確規範「黨政領導職務每個任期為 5 年；黨政領導幹部在任期內應當保持穩

定。59另外，黨政領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連續任職達到兩個任期，不再推薦、提

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黨政領導幹部擔任同一層次領導職務累計達到 15 年

的，不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層次領導職務。」對職務任期的明確規範，

可說是胡錦濤時期菁英選拔規範最重要的制度建設。 

 

總的來說，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所頒佈相關法規並沒有否定或更正舊文件的

現象，而是針對原本未規範的職務範圍加以補充與落實。因而，後鄧小平時期幹

部選拔制度，明顯的出現制度累積與向上延伸的現象。 

 

三、制度遺緒下的權力維持 

透過上述的分析，我們認為在延續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路線下，江

澤民、胡錦濤時期的幹部甄補規範，主要延續了鄧小平勾勒出的制度藍圖，呈現

規範累積以及向黨務部門延伸的現象。同時，這些法規與條例幾乎未出現否定或

更正舊文件的現象，而是在不足之處，包括「職務經歷」、「學歷」、「職務交流」

以及領導人年齡限制、職務任期制慣例等範疇加以補充，呈現出制度堆砌的特色。 

 

在上一章透過組織邏輯所搭建的分析架構裡，本文主張「制度遺緒」、「組織

目標」以及領導人「權力維持」考量等三者因素，將會依序對領導人選拔幹部產

生影響。鄧小平調整黨路線目標，改變了「制度遺緒」限制的幅度（揚棄過去的

                                                 
57  中 央 辦 公 廳 ，《 黨 政 領 導 幹 部 職 務 任 期 暫 行 規 定 》， 新 華 網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06/content_4926300.htm。 
58 適用範圍包括「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正

職領導成員；縣級以上地方黨委、政府領導成員，紀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正職領導成

員；省（自治區、直轄市）、市（地、州、盟）黨委、人大 常委會、政府、政協的工作部門和

工作機構的正職領導成員。」 
59 該規定指出，除有下列情形則應當滿一個任期：(1) 達到退休年齡的；(2) 由於健康原因不能

或者不宜繼續擔任現職務的；(3)不稱職需要調整職務的；(4) 自願辭職或者引咎辭職、責令辭

職的；(5) 因受處分或處罰需要變動職務或者被罷免職務的；(6) 因工作特殊需要調整職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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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標準，僅存共黨專政的原則）；同時在保守派的路線鬥爭中，為穩固自身領

導地位更限制了幹部制度規範的訂立幅度與廣度。相反地，後鄧時期江澤民、胡

錦濤由於仍遵守鄧小平改革開放路線的基調，使得前朝時期的制度遺緒具有相當

明確的影響力。 

 

那麼，這些幹部選拔規範對領導人具體的菁英選拔是否存在限制與影響？接

下來，我們將進一步檢視江澤民時期具「上海幫」背景、胡錦濤時期於「共青團」

發跡幹部的仕途發展，說明特定領導人在延續前朝領導人黨路線情況下，即便存

在著派系政治的因素，但仍必須服膺於制度限制規範的具體現象。以此，來凸顯

後鄧時期「制度遺緒」對菁英甄補的影響，的確大於領導人權力維持考量。 

 

（一） 「上海幫」成員的晉升 

如第二章文獻回顧所提到的，對中共派系政治裡隱匿的人際關係，外界多從

領導幹部的共同背景、屬性或經歷歸納而來。換句話說，假定「派系」因素在中

共菁英選拔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影響力，那麼領導人上台後，將盡可能提拔與私

人關係較為「密切」的幹部。因此，曾具有上海經驗幹部在江澤民掌權後大量晉

用的現象便為外界所關注。60具體來說，若「上海經驗」有利於這些領導菁英仕

途發展，那麼可能出現的情況會是領導人不顧年齡、學歷等既有的甄補規範獨斷

的提拔自己人；或是在既有的規範下，如大專文化、正部級 65 歲退休等條件限

制，儘早提拔他們，讓與自己關係密切的幹部能夠在領導職務上具有時間較長的

任職時間，成為領導人政策推行的助手。 

 

以此，我們可以檢視江澤民的用人邏輯是否將限於既有制度規範內。下表

4-1 為將江澤民主政下，具上海經驗且曾任黨政正部級領導職務的菁英。其中，

朱鎔基（上海市委書記，1989-1991）、吳邦國（上海市委書記，1991-1994）、黃

菊（上海市委書記，1994-2002）、陳良宇（上海市委書記，2002-2006）、徐匡迪

                                                 
60 丁望將這些受江澤民提攜，具上海經驗幹部稱為「新海派」。所謂「新海派」是相對汪道涵等

人老上海幹部而言。這些人具有至少 5 年的上海經驗：在上海當官前多半在上海住過，或在上

海念大學。同時他們的籍貫多數江蘇、浙江、安徽等，多具有高學歷與專業背景。請見丁望，

曾慶紅與夕陽族接班人，頁 167。Li 則強調上海幫的定義，應是曾與江澤民在上海共事過，或

曾經在上海屬於江的部屬，換句話說，在江澤民離開上海後，上海經驗的重要性便大大降低。

請見，Cheng Li, “The ‘Shanghai Gang’: Force for Stability or Cause for Conflict,” p.1，在這裡筆

者主要沿用丁望相對較廣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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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長，1995-2001）、韓正（2003 至今）等人則不在表 4-1 之中。主要原因

在於這些菁英在上海已出任市長或市委書記，具正部級資格。而上海市又屬重點

省市，「一把手」按慣例為政治局委員。在鄧小平時期退休限制尚未擴及黨領導

人職務之前，這裡主要將焦點集中於在上海工作擔任職副部級以下職務，而在江

澤民時期能夠進一步被提拔晉升至正部級領導職務的菁英。 

 

表 4-1  具「上海經驗」黨政正部級菁英清單 

姓名 出生 最高學歷 上海經驗（最高職務） 首任正部職 
韓杼濱 1932 北京經濟函授大學 鐵路局長(1983-1990) 鐵道部部長(1992, 60 歲) 
曾慶紅 1939 北京工業學院 市委副書記(1986-1989) 中央辦公廳主任(1993, 54 歲) 

張文康 1940 上海第一醫學院 
第 二 軍 醫 大 學 副 校 長

(1983-1990) 
衛生部部長(1998, 58 歲) 

華建敏 1940 清華大學 副市長(1994-1996) 
國務院秘書長、國務委員(2003, 
63 歲) 

趙啟正 1940 中國科技大學 副市長(1993-1998) 國務院新聞辦主任(1998, 58 歲)
陳至立(女) 1942 中科院研究生 市委副書記(1991-1997) 教育部部長(1998, 56 歲) 

徐光春 1944 人民大學 
新 華 社 上 海 分 社 社 長

(1985-1988) 
廣電總局局長(2000, 56 歲) 

張惠新 1944 同濟大學 紀委書記(1992-) 中紀委副書記(2001, 57 歲) 

戴相龍 1944 中央財政金融學院 
交 通 銀 行 總 經 理

(1989-1993) 
人民銀行行長(1995, 51 歲) 

孟建柱 1947 上海機械學院(研究生) 市委副書記(1996-2001) 江西省委書記(2001, 54 歲) 

王滬寧 1955 復旦大學(研究生) 
復 旦 大 學 法 學 院 院 長

(1994-1995)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2002, 47
歲) 

資料來源：本章同註 60，部份資料來源為本研究自行整理。 

 

從表 4-1 的清單，可以發現這些能夠晉升至正部級以上職務的「上海幫」成

員，皆具大學本科以上之學歷，同時在晉升正部級職務後的年齡幾乎都在 60 歲

以下（除華建敏，但他兼任國務委員，為領導人級），其中多數更在 55 歲以下。

戴相龍任人民銀行行長僅有 51 歲，孟建柱出任江西省委書記時也僅有 54 歲，這

表示他們至少有完整的十年時間能夠在正部級以上領導職務任職。因此，在年

齡、學歷限制下，即便領導人有意選拔與自己關係較為緊密成員，但仍必須符合

基本的年齡與學歷制度規範要求。 

 

換句話說，「年齡」應可或許外界觀察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重要指標。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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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職務級別下，年紀越輕的菁英意味著受到領導人的重用與提拔，或許也存在著

與領導人某種共同屬性與隱匿的私人關係。這些被外界認定為上海幫成員的菁

英，事實上在江澤民下台後如今仍活躍於中共政壇。如張惠新（十七大連任中紀

委副書記）、戴相龍（2002-2007 任天津市市長，2008 年 1 月任社保基金理事長）、

孟建柱（2007 年 10 月任公安部部長）、王滬寧（十七大任書記處書記）等，而

其他離退官員多是因為屆齡而離開第一線領導職務。這說明或許江上任存在提拔

自己人的事實，但中共政治「關係」的存在並非是排他性的：派系成員不會因為

領導人的下台而出現整體菁英輪替的現象。當然，這或許來自於前任領導人的影

響力未減，亦或是這些派系成員對新任領導人宣示效忠得以繼續留在領導崗位。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自江以降的中共政治，即便派系因素菁英流動有所影響，

但也必須在既有的幹部甄補、選拔制度規範之內。 
 

（二） 團派菁英的崛起 

相較於江澤民主政下，具「上海經驗」幹部受到重用，胡錦濤時期「共青團」

發跡的幹部受到提拔也是外界關注的現象。回顧胡錦濤的發跡過程，他在就任貴

州省委書記、西藏自治區委書記之前，曾於 1982 至 1985 年先後出任共青團甘肅

省委書記、團中央常務書記以及團中央第一書記。雖然任職共青團的時間並不

長，但由於他就任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時同時分管共青團業務，使得他與共

青團的關係相當緊密。61 

 

相同地，我們可以同樣檢視胡錦濤時期具「共青團領導經驗」幹部的崛起現

象，是否仍必須服膺既有的幹部選拔規範，特別是「年齡限制」。筆者沿用寇健

文對團系幹部的定義：「1973 年共青團重新組建後，曾經在共青團擔任副局級以

上領導職務幹部」，62來觀察這些晉升至黨政正部級領導職務的團系幹部，在晉

升至第一個正部級職務類型與年齡。來說明在既有規範限制下，領導人是否儘早

提拔這些與自己關係密切的幹部，以讓他們有進一步仕途發展的機會與較長的任

職時間。 
                                                 
61 關於文革後政治局與書記處分管共青團業務的領導人，可見丁望，胡錦濤與共青團接班群（香

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5 年），頁 135 的整理。 
62 共青團副局級以上的職務包括團中央第一書記、常務書記、書記處書記、團中央各部正副部

長、負省級市團委書記、以及團中央職能機構的正副主管，另外還有全國鐵道、民航、中直機

關、國家機關、中央金融、企業等六個省級團委的正副書記。之所以以副局級為定義標準，主

要是符合這些幹部在共青團發跡的共同現象，請見寇健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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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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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歸納如下表 4-2 所示。就全體 46 位從共青團發跡的黨政領導幹部裡，

有 12 位第一個正部級職務是在黨務部門任職，這些職務包括中共中央部門、中

紀委以及省（市、區）委書記。另外也有 34 位任職於國務院各部委、省（市、

區）長。這顯示胡對團系幹部的提拔，範圍廣至黨務、政府部門各領導職務的集

體現象。 

 

表 4-2  具「共青團」背景黨政正部級菁英清單：第一個正部級職務 

職務類型 人名（職務, 就任年齡） 

中央 
令計劃(中央辦公廳主任, 51 歲)、李至倫(中紀委副書記, 60 歲)、劉延東（女）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正部級, 53 歲)、劉雲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正部級, 50
歲)、蔡武(中央外宣辦, 56 歲) 

黨務 

地方 
王樂泉(新疆自治區書記, 50 歲)、杜青林(海南省委書記, 52 歲)、李源潮(江蘇

省委書記, 52 歲)、汪洋(重慶市委書記, 50 歲)、張慶黎(西藏自治區書記, 54
歲)、劉奇葆(廣西自治區書記, 53 歲)、強衛(青海省委書記, 54 歲) 

中央 

孫家正(廣播電影電視部長, 50 歲)、李德洙(朝鮮)(國家民委主任, 55 歲)、張維

慶(國家人口生計委, 54 歲)、張福森(司法部長, 60 歲)、李長江(國家質量總局

局長, 57 歲)、李學舉(民政部長, 58 歲)、劉鵬(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53 歲)、吳

愛英(司法部長, 54 歲)、李海峰(女)(僑務辦主任, 58 歲)、柳斌傑(新聞出版總

署署長, 59 歲) 

政府 

地方 

李克強(河南省長, 43 歲)、萬學遠(浙江省長, 52 歲)、孫英(甘肅省長, 60 歲)、
馬啟智(回)(寧夏回族自治區主席, 54 歲)、周強(湖南省長, 46 歲)、季允石(江
蘇省長, 53 歲)、錢運錄(貴州省長, 54 歲)、李成玉(回)(河南省長, 57 歲)、孟學

農(北京市長. 54 歲)、黃華華(廣東省長, 57 歲)、楊晶(蒙)(內蒙古自治區主席, 50
歲)、楊傳堂(青海省長, 49 歲)、韓正(上海市長, 49 歲)、宋秀岩(女)(青海省長, 
49 歲)、張寶順(山西省長, 54 歲)、黃小晶(福建省長, 58 歲)、秦光榮(雲南省

長, 56 歲)、袁純清(陝西省長, 54 歲)、韓長賦(吉林省長, 52 歲)、姜大明(山東

省長, 54 歲)、羅保銘(海南省長, 55 歲)、王三運(安徽省長, 55 歲)、栗戰書(黑
龍江省長, 57 歲)、羅志軍(江蘇省長, 57 歲)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其次，就我們關注的年齡而言，總體來說這些團系幹部晉升至第一個黨政正

部級職務的年齡平均為 53.7 歲，以 65 歲的退休年齡為限，這表示這些團系幹部

平均有將近 12 年的正部級任職時間能夠配合胡錦濤的施政（假設無晉升至領導

人的情況）。其中李克強更是在 43 歲便就任河南省長，為年紀最輕者，其次為周

強的 46 歲。而如此的現象也說明胡錦濤雖然大量提攜團系幹部，但如同江澤民

時期一般，在制度限制下胡錦濤也僅在這些幹部年紀輕時提拔他們，讓他們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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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進一步向上晉升的機會，或是在較長的仕途經歷下能夠與領導人合作，無法

違逆既有制度的規範限制。 

 

總的來說，後鄧時期中共菁英甄補深受鄧小平時期建立幹部制度圖像所影

響。在組織目標延續的情況下，江、胡等領導人不具有推翻前朝制度規範的理由。

這使得即便不同領導人上任後，為權力維持動機下欲提拔與自己私人關係緊密的

領導幹部，則也必須侷限於既有規範之內。 

 
 

第三節  黨政菁英的構成：現象與趨勢 

 

在前兩節裡，我們主要從改革開放後中共領導人談話與歷史文件，說明幹部

選拔改革規範的思路、背景以及制度演變過程。雖然江澤民與胡錦濤依序接班後

外界關注到上海幫與團派等特定共同背景、經歷的領導集團依序興起，然而，如

此的菁英輪替現象卻必須限縮於幹部制度規範下。因此，整體來看本研究所提出

的解釋菁英甄補演變分析架構，特別是制度遺緒的因素，的確對改革開放後中共

菁英甄補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這也讓改革開放後的中共菁英甄補與流動的演變，

應具有相當一致性的背後邏輯—即在「專政」的根本生存原則下，融合「經濟發

展」的工具性組織目標。 

 

那麼，菁英屬性組成是否也在中共如此的邏輯裡產生具體變化？接下來我們

分析 1978 年以來中共菁英的構成屬性的演變（elite configruation）。基於本研究

建立的黨政正部級（含以上）菁英資料庫，我們可透過特定時間點來比較菁英屬

性的持續與變遷。這裡以 1978、1983、1988、1993、1998、2003、2008 等歷次

全國人大、政協兩會後國務院人事改組為觀察時間點，來瞭解黨政部門進行人事

調整的第一時間考量依據。不同年度的職務清單將列於附錄一。 

 

各年度中共黨政菁英職務類型與級別的分佈如表 4-3 所示。就職務類型而

言，1978 年第五屆人大政協會後黨政兼職的比例達 33.0%，黨務部門則僅為

14.3%。主要原因是文革時期各級政府暫時停止運作為革委會取代，在多數革委

會主任由省黨委第一書記兼任下，形成黨政兼職比例較高的特殊現象。同時，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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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開始推行的「黨政分開」政策，也降低部份黨政兼職的比例。631983 年後中

共黨政職務類型的比例則呈現相對穩定的狀態。1983 至 2008 年間，正部級以上

領導幹部具黨政兼職者的比例約略在 8.9%至 14.4%，而黨務部門領導菁英則是

在 33.6%至 43.7%之間，至於政府部門擔任領導職務的比例，則佔全體黨政正部

級領導菁英的五成左右（47.5%至 54.5%）。 

 

表 4-3  黨政菁英的職務類型與職務級別分佈：1978-2008 

職務類型 職務級別 1 

年度 
黨政兼職 黨務部門 政府部門 正國級 副國級 正部級 

個數

33.0% 14.3% 52.7% 4.5% 20.5% 75.0% 
1978/3 

37 16 59 5 23 84 
112

8.9% 43.7% 47.5% 4.4% 22.8% 72.8% 
1983/6 

14 69 75 7 36 115 
158

12.1% 34.8% 53.0% 6.1% 17.4% 76.5% 
1988/4 

16 46 70 8 23 101 
132

11.9% 33.6% 54.5% 4.9% 15.4% 79.7% 
1993/3 

17 48 78 7 22 114 
143

14.4% 35.6% 50.0% 4.8% 13.0% 82.2% 
1998/3 

21 52 73 7 19 120 
146

9.9% 36.2% 53.9% 5.9% 13.8% 80.3% 
2003/3 

15 55 82 9 21 122 
152

9.9% 37.1% 53.0% 5.3% 15.9% 78.8% 
2008/3 

15 56 80 8 24 119 
151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 1：針對兼任不同級別、部門的領導幹部，如政治局委員兼省（市）委書記，本研

究以較高級別職位予以歸類職務級別。 

 

另外，在職務級別上，各年度的比例趨勢則更顯得穩定。正國級的比例約略

佔 4.4%至 5.9%左右。這些掌握權力核心菁英為擔任政治局常委，以及國家正、

副主席與國務院總理等黨政職務者。64副國級則是在 13.0%至 22.8%，其餘的七

                                                 
63 如前所述，雖然早在 80 年代初期鄧小平即有領導體制改革的構想。但關於黨政制度的梳理，

則是在 88 年第七屆人大一次會議方建立黨中央與國務院的分立工作規範。除了職權劃分外，

在幹部制度上的改革則是減少與政府重疊對口的黨委辦辦事機構。另外，中共十三大也提到「各

級黨委不再設立不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關於改革開放後中共黨政關係

的發展，可見 Shiping Zhe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91-224. 

64 特別強調的是，93 年八屆人大一次會後所選出的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由於其並無兼任任何黨

政領導職務，同時也無相關經歷。因此本文的資料庫裡將其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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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左右則為正部級黨政部門的領導幹部。 

 

一、菁英基本背景的持續與變遷：1978-2008 

中共黨政領導菁英的基本特徵為何？在時間演變下是否產生何者變與不變

的趨勢？在此我們先就性別、族裔、教育程度、年齡的基本背景進行分析，如下

表 4-4。在性別方面，1978 年男性的比例為 97.3%，女性僅佔 2.7%。就時間趨勢

上，黨政正部級（含以上）領導幹部男性比例在 96%至 97%左右，呈現相當穩

定的比例趨勢。相對於性別比例的穩定，中共領導幹部具少數族裔的背景則有微

幅增加的現象。漢族的比例從 1978 年的 95.5%降至 1998 年的 91.1%，少數民族

比例在 1998 年達 8.9%，為改革開放後最高點，但至 2008 年又小幅下降至 6.6%。

在「82 黨章」強調加強女性與少數民族的幹部選拔下，可以發現「族裔」的幹

部建設在這些中國高層菁英裡展現些許成效，但是性別上女性比例則無任何增加

的趨勢。 

 

其次，在籍貫地方面，來自華北地區的高官在 90 年代有明顯降低的趨勢。

從改革開放前的 25.5%至 2003 年的 13.2%，下降了 12.3%，但 2008 年又小幅提

升至 19.0%。相同呈現下降趨勢的還有來自中部地區領導菁英，從 1978 年的

24.5%減低至 2008 年的 10.9%。相反地，呈現趨勢增加的地區則是來自東北與華

東地區的領導幹部。前者從 1.8%大幅上升至 12.2%，而來自華東地區菁英的比

例則是從 31.8%上升至 42.2%。至而來自華南、西南、西北等地區幹部的比例則

相對穩定。大體來說，約略四成的中共黨政菁英多來自於發展程度較高，同時也

是經濟中心的華東地區。 

 

最後，在年齡上，透過表 4-4 平均數的比較，呈現中共黨政菁英結構的確存

在「年輕化」的趨勢。1978 年全體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的平均年齡為 63.6 歲，

1983 年為 64.2 歲。然而，在幹部制度規範的確立與落實下，黨政菁英平均年齡

自 80 年代起呈現逐屆下降的趨勢，至 2003 年全體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的平均年

齡為 59.3 歲，2008 年則為 60.0 歲。此外，標準差也有逐漸降低的現象，從改革

開放初期年齡差距較大，標準差 6.0、7.7 降至 2008 年的 4.8。這也表示幹部年齡

的「梯隊建設」具有一定的效果，讓相同級別領導幹部的年齡差異逐漸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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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來說，透過表 4-4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少數族裔」與「年輕化」

的幹部建設上，中共的幹部制度規範的確有實質的成效與成果。至於性別則無具

體的效果，同時就籍貫地而言，也出現一定程度的流動。 

 

表 4-4  黨政菁英基本特徵的演變：1978-2008 

 年度 
 1978/3 1983/6 1988/4 1993/3 1998/3 2003/3 2008/3
性別  

男 97.3% 96.2% 97.7% 96.5% 97.3% 97.4% 96.0%
女 2.7% 3.8% 2.3% 3.5% 2.7% 2.6% 4.0%

族裔   
漢族 95.5% 93.0% 92.4% 93.7% 91.1% 93.4% 93.4%
非漢族 1 4.5% 7.0% 7.6% 6.3% 8.9% 6.6% 6.6%

籍貫地 2   
華北地區 25.5% 21.2% 17.4% 18.2% 13.7% 13.2% 19.0%
東北地區 1.8% 4.5% 7.6% 9.8% 11.0% 13.2% 12.2%
華東地區 31.8% 37.2% 35.6% 42.7% 44.5% 40.8% 42.2%
中部地區 24.5% 14.7% 15.9% 16.8% 15.1% 17.1% 10.9%
華南地區 4.5% 4.5% 9.1% 2.8% 4.1% 2.6% 2.7%
西南地區 4.5% 11.5% 7.6% 7.0% 6.2% 3.3% 4.1%
西北地區 7.3% 6.4% 6.8% 2.8% 5.5% 9.9% 8.8%

年齡   
平均數 63.6 64.2 60.6 60.4 59.8 59.3 60.0 
標準差 6.0 7.7 7.4 5.4 5.3 4.1 4.8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 1：非漢族包括滿、蒙、藏、回、壯、苗、維、朝鮮、侗、土家族、彝族、納西族

等少數民族。 
說明 2：華北地區包括河北、北京、山西、內蒙古、天津等省市；東北地區包括遼寧、

吉林、黑龍江等省分；華東地區包括江蘇、上海、浙江、山東、福建、安徽、台灣

等省分；中部地區包括湖南、湖北、河南、江西等省分；華南地區包括廣東、廣西、

海南；西南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等；西北地區則是陝西、寧夏、

甘肅、青海、新疆等。 

 

二、菁英政治性條件的持續與變遷：1978-2008 

在說明菁英基本特徵的演變後，接下來就本研究所設定的政治性條件，來探

討中共黨政菁英改革開放以來的演變。本文以菁英的「黨職經歷」以及「入黨年

齡」來定義政治性條件。在黨職經歷部份，如我們在第三章所提到的「競賽式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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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概念，越早取得黨職資格的菁英，則應越早進入下一輪的競逐。因此針對

正部級領導職務而言，這裡以「副部級黨職出身」作為觀察依據，來紀錄菁英於

副部級第一個職務的類型，包括中共中央各部副部長、省（區、直轄市）委副書

記、省常委、中紀委常委、省紀委書記等。值得說明的是，由於部份幹部曾在文

革中遭到整肅，以致職務經歷累積中斷。本文僅記錄這些幹部遭罷黜復職後的職

務經歷，來說明文革之後中共幹部制度建設的效果。另外，為了不排除研究個案，

對於少數非中共黨員菁英的「入黨年齡」，我們以就任第一個正部級領導職務的

年齡來取代之。65可以預期的是入黨年齡越小的菁英，在黨資深程度越高下將具

較高的「政治性」，因而如此的取代應不至對分析結果造成偏誤之影響，分析結

果如下表 4-5 所示。 

 

表 4-5  黨政領導菁英的政治條件：1978-2008 

 年度 
 1978/3 1983/6 1988/4 1993/3 1998/3 2003/3 2008/3
職務出身  

黨務部門 14.3% 31.6% 37.1% 38.5% 41.8% 48.0% 50.3%
其他 85.7% 68.4% 62.9% 61.5% 58.2% 52.0% 49.7%

入黨年齡 1  

平均數 20.3 19.3 19.7 21.7 24.2 26.0 24.7 
標準差 3.9 3.1 3.5 5.9 6.6 6.3 5.1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 1：入黨年齡的計算方式為「入黨年—出生年」。 

 

在職務出身部份，黨政正部級以上領導菁英第一個副部級職務於黨務部門任

職的比例，在改革開放後出現明顯上升的趨勢，分別是 1978 年的 14.3%、1983

年的 31.6%、1988 年的 37.1%、1993 年的 38.5%、2003 年的 48.0%，至 2008 年

更達 50.3%。當然，在文革後許多老幹部重返領導崗位下，或許這裡低估改革開

放初期黨務出身的比例。然而在 90 年代鄧小平等元老已不出任領導職務後，卻

仍可發現如此的趨勢具明顯上升的趨勢。這表示中共 80 年代以來幹部制度改革

                                                 
65 如現任衛生部部長陳竺於 1953 年出生，並在 2007 年任衛生部部長。於此我們將其入黨年齡

視為 54 歲。另外，也有學者統一將非中共黨員菁英入黨年齡過錄為 99，請見 Xiaowei  Zang, 
“Technical Training, Sponsored Mobility,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Elite 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Reform Era,” p. 48。然而，如此的紀錄方式卻無法區辨這些菁英在生命歷程中任職早晚

的差異。舉例而言，40 歲任職者與 70 歲任職者對中共而言應具不同意義。換句話說，對於非

黨員的晉用，職務的「任職年齡」應可視為黨對其忠誠度的基本認可。即便如此，改革開放至

今，也僅有陳竺與萬鋼為非中共黨員，因此以任職年齡來替代應不至對整體分析結果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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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的確強化了黨務部門出身的菁英得以晉升至正部級以上高官的遊戲規則。

另一方面，在以黨領政的政治階層性下，這也顯見「黨務經歷」將是各階層領導

幹部向上晉升相當重要的條件。 

 

其次，就入黨年齡上，如表 4-5 所呈現的，改革開放後中共黨政高層菁英平

均黨資深程度有降低的趨勢，即整體平均入黨年齡越來越高。從 1978 年平均 20.3

歲、1983 年的 19.3 歲，提升至 2003 年的 26.0 歲與 2008 年的 24.7 歲。若黨齡是

菁英甄補相當重要的政治條件，入黨年齡愈早代表黨對其的重視與栽培，那麼改

革開放以來可以發現中共的菁英甄補，的確納入了入黨年齡較晚的成員。這或許

也意味著黨齡已非中共選拔高層幹部的唯一依據，而是更重視職務經歷的要素。

但整體來說，就個人生命歷程的觀點而言，成年初期便加入黨的菁英候選人，仍

是中共選拔高官的主要對象。即便就相對平均年齡有所提升，但如此的趨勢改革

開放至今並無系統性的改變。 

 

三、菁英專業性條件的持續與變遷：1978-2008 

在描繪菁英基本特徵與政治性條件的演變後，那專業性條件的演變如何？改

革開放以來中共黨政正部級領導幹部的專業化轉型呈現何者總體趨勢？本研究

以「學歷」、「專長學科」以及「畢業年齡」作為觀察指標。其中，「專長學科」

主要記載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歷者的主修科目、系所。而「畢業年齡」更主要用

來釐清菁英專業性是否受到政治贊助的影響，作為專業條件與政治條件的連結。

這些變數的測量都相當直接，不需變數轉換的過程。 

 

黨政菁英專業條件的趨勢分佈如下表 4-6 所示。首先，在教育程度上，自 80

年代中期後中共黨政領導菁英學歷呈現全面提升的狀態。「中學以下」的比例從

改革開放初期的超過六成（63.1%），至 2008 年為僅剩 2.0%。至於「大學專科」

與「大學本科」的比例，則呈現「非線性成長」的現象。從本研究調查的時間點

而言，改革開放前為 8.1%與 28.8%，接著逐漸提升至 1998 年的 19.9%與 64.4%，

至 2008 年則下降至 4.6%與 47.0%。雖然大學專科與本科學歷的比例近年來有降

低的趨勢，但取而代之的則是具「研究生以上」學歷者的大幅增加。自 1978 年

以來，具有研究生、碩、博士學歷等專業菁英的比例，從 0.0%大幅提昇至 46.4%，

特別進入 2000 年後更呈現倍速成長。2003 年的比例更較 1998 成長了一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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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9.6%至 25.7%）；2008 年的 46.4%也較 2003 年的 25.7%增加了近一倍。總的

來說，具大學本科以上高等學歷的菁英，比例從改革開放前的 28.8%，大幅提升

至 2008 年的 93.4%。這表示隨著改革開放後的發展歷程，中共的確重用高學歷

專業菁英，特別在 1998 年以後，具碩、博士學位者則更受高層賞識。這說明了

中共黨政菁英的確出現相當明顯的專業化轉型趨勢，呈現如「菁英取代論」所強

調的「專業菁英取代政治菁英」的構成屬性演變趨勢。 

 

表 4-6  黨政領導菁英的專業條件：1978-2008 

 年度 
 1978/3 1983/6 1988/4 1993/3 1998/3 2003/3 2008/3
學歷  

中等程度（以下） 63.1% 54.1% 29.5% 16.8% 6.2% 1.3% 2.0%
大學專科 8.1% 7.6% 12.9% 17.5% 19.9% 12.5% 4.6%
大學本科 28.8% 36.3% 52.3% 56.6% 64.4% 60.5% 47.0%
研究生（以上） 0.0% 1.9% 5.3% 9.1% 9.6% 25.7% 46.4%

專長學科 1   
自然科學 2.7% 2.5% 7.6% 9.1% 8.9% 8.6% 6.0%
技術工程 0.0% 6.3% 24.2% 30.8% 30.8% 28.3% 23.8%
經濟、貿易與管理 0.9% 2.5% 3.8% 5.6% 8.9% 11.2% 21.2%
社會科學與法律 0.0% 0.6% 1.5% 4.2% 4.8% 10.5% 16.6%
人文學科 0.9% 3.2% 4.5% 5.6% 13.0% 18.4% 14.6%
其他 24.1% 22.8% 15.9% 10.5% 7.5% 9.2% 11.3%
無 71.4% 62.0% 42.4% 34.3% 26.0% 13.8% 6.6%

畢業年齡 2   
平均數 22.9 25.1 24.8 25.6 25.3 29.4 33.7 
標準差 6.3 9.1 6.1 6.8 5.7 9.1 10.1 
個數 12 33 63 88 106 130 130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 1：「自然科學」包括醫療、物理、化學(工)、航空(海)、氣象、數學、生物、人口

科學等學科；「技術工程」包括機電、機械、土木工程、電信工程、造船、汽車、

鐵道運輸、水利工程、工業工程、自動控制等科系；「經濟、貿易與管理」包括企

業管理、經濟、會計、金融等相關科系；「社會科學與法律」包括政治、法律、社

會、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等；「人文學科」包括新聞、中文、文學、外語、歷史、

黨史、哲學等學科；「其他」包括運動、神學、紡織、軍事、農林業等學科。「無」

的類別是未具大學本科以上學歷者。 
說明 2：畢業年齡的計算方式為「最高學歷畢業年—出生年」。 

 

其次，我們也針對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歷領導幹部，記載其專長科目，來瞭

解技術菁英的興起現象。在專長學科部份，隨著發展歷程中共黨政菁英則呈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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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的組成趨勢。在表 4-6 中，可以發現具「自然科學」、「技術工程」專長者在 80

年代末期被大量的重用，從 1983 年的 2.5%與 6.3%，大幅提昇至 1988 年 7.6%與

24.2%，至 1993 與 1998 年兩者總和更逼近全體高官的四成（39.9%與 39.7%），

2008 年則是小幅下降至 29.8%（兩者總和）。 

 

至於具「經濟、貿易與管理」、「社會科學與法律」專長的領導幹部，則是在

90 年代中期開始方受到中共高層的重視。「經濟、貿易與管理」者從 1988 年與

1993 年的 3.8%與 5.6%，提升至 1998 年與 2003 年的 8.9%與 11.2%，至 2008 年

更達五分之一強（21.2%）。具「社會科學與法律」專長者則是從至 1993 年與 1998

年的 4.2%與 4.8%，提升至 2003 年與 2008 年的 10.5%與 16.6%。而「人文學科」

專長菁英成長的趨勢與「經濟管理」、「社科法」菁英的趨勢則相當類似。從 1988

年與 1993 年的 4.5%與 5.6%，1998 年後提升至 13.0%、18.4%與 2008 年的 14.6%。 

 

總體來說，1993 年經濟、貿易、社科法與人文專長菁英僅佔全體高官的

15.4%，1998 年則是提升至 26.7%，2003 年則是 40.1%，至 2008 年更超過全體

比例的一半，達 52.4%。這也顯示中共高層就發展策略上，從早期的強調建設發

展，到近年來開始關注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所可能產生的社會、區域發展問題。

因此在幹部建設裡逐漸廣納各學科專長的菁英進入領導體制。如此的菁英專長配

置，也符合胡錦濤十六大後所強調的「和諧社會」與「科學發展觀」等發展目標。

總的來說，黨政領導菁英的專長演變，可說反應了中共不同時期的發展目標與需

要。 

 

最後，在畢業年齡上，如表 4-6 所示。可以發現高層菁英的畢業年齡，自改

革開放後有明顯增加的趨勢。1978 年平均為 22.9 歲，至 2008 年上升為 33.7 歲，

同時標準差也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從 6.3 至 10.1）。在未控制其他條件下，或許

這顯示了菁英平均學歷明顯提高的趨勢。另外，也可能意味著在專業菁英興起的

背景下，中共黨政菁英的專業性來自於政黨贊助的比例逐漸提高。不論這些菁英

在入官職場後因為黨的需求或支持下才回到學校進修；或是自主地發現「學歷」

將成為他們在往後仕途發展裡必備的條件，因而加強自身的競爭優勢。然而可以

確認的是，這些「專業菁英」應有相當高的比例是進入官場後，方回到學校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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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而不是學成後直接進入政府服務。66 

 

 

第四節  小結：中共菁英甄補的總體趨勢 

 

在本章中，我們透過菁英選拔制度與實質的甄補效果等兩個軸向，搭建改革

開放以來中國大陸菁英甄補與轉型的總體脈絡。在制度方面，我們透過領導人談

話、歷史文件以及人事資料，來呈現鄧小平時期以及江、胡時期影響菁英甄補演

變的主要因素。其次也透過大量的人事資料的趨勢分析，來呈現菁英甄補演變的

實質效果。最後，筆者將彙整本章的研究發現。 

 

一、幹部甄補制度的發展軌跡與成果 

透過本章一、二節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中共幹部選拔制度規範的累積成

果與演變路徑。在組織邏輯引導下，本文認為「制度遺緒」、「組織目標」與領導

人「權力維持」考量等三者因素，影響不同時期中共領導人甄補菁英的演變過程。

為了以更宏觀的視野來瞭解改革開放以來制度的演變經過，我們可以將不同領導

人時期各個因素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制度規範累積的成果，統整如表 4-7 所示。 

 

就整體演變的趨勢上，首先，鄧小平復出取得主導權後，將黨目標從階級鬥

爭轉移至四個現代化建設。經由領導人談話分析，本文認為調整組織成員以貫徹

組織目標，以及排除文革餘孽勢力、反對黨路線幹部回到工作隊伍，的確是當時

中共領導人選拔幹部的主要考量。為了黨路線貫徹，在幹部四化的目標下自 80

年代開始中共進行一系列的幹部甄補制度建設。具體的制度內容包括年齡、學

歷、任期限制，培養少數族裔、婦女幹部、以及幹部經歷要求等原則性規範。然

而，也由於鄧小平時期中共領導人間始終存有經改路線之爭，加上 1989 年六四

事件保守派勢力的反撲。為避免黨內興起大規模反彈，這些幹部制度規範並未涉

及掌握權力核心的「黨領導人」職級菁英。因此，我們可以說鄧小平時期的中共

菁英甄補，主要受到「外在環境導致組織目標調整」以及「權力維持」等雙重因

                                                 
66 值得說明的是，「假學歷」的問題在現今中國大陸官場上相當氾濫。然而本研究所選取的研究

個案皆為檯面上具全國或地方性高知名度的高層領導幹部，直觀上應不具有大規模「假學歷」

的問題。然而，必須承認的是本研究仍無法完全避免假造學歷出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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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響，其中「組織目標調整」更是最主要的動力來源。至於「制度遺緒」的

影響，則僅存共黨專政的制度遺產，而毛澤東時期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以及

不重視知識份子的選拔取向，則在組織目標的調整後受到揚棄。 

 

表 4-7  中共幹部甄補、選拔規範的累積與演變：不同時期的綜合比較 

時期 
組織目標 

（環境壓力） 
制度遺緒 權力維持 幹部（選拔）制度建設 

鄧小平
1978-1994 

1.與華國鋒權力鬥

爭，與保守派結合

取得權力。 
2.黨路線：從「階

級鬥 爭 」 轉移 至

「一個中心，兩個

基本點」 

1.共黨專政

2.毛澤東的

選拔標準 

1. 「五種人」

的排除 
2. 陳雲：保守

派 
（有路線之爭）

1. 年齡限制：正省部級、副部級

2. 任期制：國家機關領導人 
3. 學歷：後備幹部具大專文化 
4. 培養少數民族、婦女幹部 
5. 整黨：排除五種人（革命化）

6. 原則上逐級提拔 
7. 黨與國家機關領導幹部交流 
8. 經歷：下一級兩個以上崗位 

江澤民 
1994-2003 

建設 有 中 國特 色

社會主義 
1.共黨專政

2.幹部四化

拉拔上海幫 
（無路線之爭）

1. 晉升時間：副職 正職需兩

年；下級正職 上級副職需三

年 
2. 學歷：一般大專以上，省部級

幹部大學本科以上 
3. 黨政領導班子後備幹部的年

齡梯次配置，非中共黨員選配

4. 黨與國家機關領導幹部交

流：十年以上必須交流、輪崗

（自治區另行規定） 
5. 年齡限制：黨領導人級 

胡錦濤 
2003-2008 
 

科學發展觀、建立

和諧社會  

1.共黨專政

2.幹部四化

3.領導人離

退先例 

拉拔共青團 
（無路線之爭）

* 黨政領導幹部任期制 
（適用黨、國家機關） 
1. 每個任期五年 
2. 同一職位連續任兩任期 
3. 同一層次累積 15 年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說明：「灰底細格」表該時期最主要的影響因素。 

 

另一方面，江澤民接班後中共菁英甄補的演變，則是呈現「制度遺緒」主導

的現象。由於黨目標延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路線，確立鄧小平歷史定位下，這時

期的制度規範主要依循鄧小平時期幹部選拔制度建設框架而來，包括逐級晉升、

黨政機關領導班子年齡配置，也提出黨政領導幹部的交流等；同時也出現黨領導

人 70 歲離退的先例，明確呈現規範累積與向上延伸的趨勢。相同的現象出現在

胡錦濤主政時期，其中最重要的制度建設，便是黨、國家機關的領導幹部，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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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明確的任期制度與時間限制。總的來說，透過改革開放以來中共幹部選拔規範

的梳理，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新規範具有否定或更正舊文件的現象，而是在不足

之處（例如黨務部門、領導人級別）加以補充。從路徑依賴的角度來看，鄧小平

對黨組織目標的調整，成為往後中共菁英甄補制度演變的關鍵事件，讓制度發展

進入一個嶄新的軌道。 

 

在路徑依賴的影響下，江澤民、胡錦濤即便在上任後，具有權力維持考量而

大量晉用特定背景幹部。但透過具「上海經驗」以及「共青團」背景幹部的分析，

則可發現領導人即使提拔特定群體幹部，也必須限於既有制度規範，特別是「年

齡」的客觀指標。以此，透過依組織理論途徑所搭建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發現

改革開放以來中共菁英甄補的演變具有相當一貫的邏輯。往後的領導人更替，除

非如鄧小平時期一般黨組織目標具急切更改的急迫性，同時也必須得到其他黨內

菁英的同意，否則制度遺緒的持續影響，應不至有重大的變化。 

 

二、幹部甄補的實質效果：演變趨勢 

另一方面，本章也透過黨政領導菁英屬性的集體分析，說明菁英實質甄補效

果。總的來說，中共菁英的「年輕化」、「專業化」與「知識化」都有明顯的落實

趨勢。就政治性條件上，平均入黨年齡也都呈現逐年上升的總體趨勢。就這些集

體特徵的演變來看，在不同甄補條件的納入下，這驗證本研究所提出假設一所說

明的中共菁英體制的「活化」現象。從這些表象來看，似乎強調專業菁英取代政

治菁英的「菁英取代論」能體現中共菁英構成屬性的演變趨勢。 

 

然而，這些甄補規範累積與集體特徵的描繪，僅能說明菁英演變的表象特

質。進一步的說，這些分析結果僅說明中共改革開放後菁英甄補與流動的演變趨

勢相當一致，因而我們可以發現「制度遺緒」的影響相當重要。但這個趨勢究竟

是什麼？若組織邏輯能夠掌握中共菁英甄補的過程，那麼雖然在組織需求下菁英

必須納入不同元素，但活化的範圍與程度，則應如研究假設所預期的具有部門與

階層差異，以維持黨專政的根本目的。在接下來的第五章裡，我們將透過不同職

務的深入比較分析，來驗證維持共黨專政的組織生存「專政」原則，將是中共在

改變組織目標，強調「發展」目的下更替菁英的侷限（limitation）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