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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中文摘要： 

關鍵詞：縣市與鄉鎮級政府機構改革,  財政制約,  經濟全球化,  鄉鎮企業,  外商投資企

業,  跨國公司,  路徑依賴。 

 

計劃摘要： 

    本計劃係一經驗性研究，主要研究焦點為：由一九九三年至今，在中國大陸地

方政府面臨日益沉重的財政制約下，為因應經濟全球化所採取的地方經濟發展策略

過程中，以及既有的地方政府片面機改路徑依賴下，哪些因素影響由二○○一年起

啟動的縣市級與鄉鎮級政府改革，如何型塑此二級政府採取特定的執行策略，以及

所造成的實際後果為何。同時，並探討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如何回應該二級基層政

府的策略。最後，將檢視這些中央與地方的政策互動，對二者之間關係的本質究竟

係零和或非零和有何種意涵。涉及之分析因素大致上包括此次機改中上級政府釐訂

的制度規範、不同的地方政府間以往在此二級改革上的路徑依賴、上下級政府間的

財政和行政分權關係、企業部門內本地鄉鎮企業與外資及跨國企業間的合作與競爭

關係，以及地方既定的經濟全球化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機構改革過程中職能轉換上所

設定的特定角色。基本研究設計為比較江蘇省與山東省的比較案例方法，經驗資料

來源包括赴大陸作為期八週左右的實地訪談與問卷調查，以及文獻研究。本計劃之

研究目標，在實務上為促進對海峽對岸整體市場化改革與政治變遷的方向與前景之

了解，及其因應全球化衝擊之政治條件。在理論上為對當代中國大陸政治分析現有

研究進行必要之補充修正，並建立此領域所相對缺乏的與比較政治與政治經濟學之

一般性分析架構與理論之間的對話。 

 

二、計畫英文摘要： 

Key Word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form, fiscal constraint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ath dependenc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eek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shape the local policy preferenc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n the organizational reform of China’s county/city and town/township 
level governments.  Such reforms were embraced on an ad hoc and basis out of local initiatives 
from 1993 through 1998, but have been launched in a nationwide and systematic fashion since 
1999.  Local governments carry out such reforms under increasingly heavy fiscal constrai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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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the growing pressures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cretely, the relevant research 
questions are: 1) To what extent are the nationwide, systemic institutional norms of the reforms 
compatible or incompatible with the particular regional conditions faced by different governments at 
the two levels, as reflected in their prioritizing and tradeoff between downsizing the size and 
shrinking state interven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coping with the need for propelling local economic 
growth in consistent with globalization on the other?  2) How do the varying modes of pursu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cross regions affect these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s’ strategies in carrying 
out their organizational reforms?  3) How does path dependence resulting from parochial, 
spontaneou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form in the localities serve as a vital factor to shape the 
course of the centrally imposed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terms of a zero-sum or non-zero-sum game?  

The explanatory factors include fiscal constraints due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central-local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the cooperative and conflictu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genou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on the one hand an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n the other, and the government-business microeconomic and macroeconomic 
relationship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reform.  The basic research 
design i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between Jiangsu and Shandong.  By embracing such a research 
design, this project attempts to formulate and verify a number of empirically based hypotheses that 
manifest 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causal mechanisms.  The main research strategy relies on 
empirical study based upon fieldwork (including intensiv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lasting for about eight weeks in the two localities, and documentary survey for necessary data.  
When completed, this project is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spect for 
contemporary China’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and of the parameters 
for it to cope with the forthcoming wave of further globalization.  Meanwhile, this project also 
attempts to reassess and supplemen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general and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and to foster a more constr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sub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and the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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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內容： 

（一）前言： 

中共自建國以來的第七次、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次全盤性政府機構改 

革，自一九九八年起以國務院為中心的中央層級改革初步完成後，在地方層

級部分，則是包括了二○○○年起推動的省級機構改革，及由二○○一年二

月起推動的市、縣、鄉級機構改革。本研究計劃主持人在完成八十九年度關

於省級機構改革的國科會研究計劃後，此次擬繼續針對後續的市、縣、鄉級

機構改革，進行研究。 

縣市級與鄉鎮級政府機改不同於中央與省級機改的重點之一，在於其面 

臨的財政制約，遠大於後二者。由於這些財政制約，使得縣市級與鄉鎮級政

府機改也面臨著獨特的挑戰。就精簡政府規模與撙節支出而言，此二級政府

在人事與行政支出上，全國平均起來前者佔該級政府總支出約百分之六十，

後者佔約百分之七十五。換言之，在此種「吃飯財政」下，除非有效精簡政

府，否則其他功能性支出必然無法充裕。就政府機構編制而言，冗員一多自

然形成單位職權擴張，政出多門，疊床架屋。機構改革提供機會將各部門的

職權範圍徹底整理，明確劃分權責。就政府再造與職能轉換而言，必須處理

的問題更多。一是此二級政府如何共同將某些政府職能轉移給社會中介組

織，減輕負擔；二是兩者彼此之間如何重新釐清財權與事權、支出，取得合

理平衡；三是兩者如何與上級政府間取得新的均衡；四是當產權改革帶來此

二級政府與其所轄企業之間關係的根本性改變，而機構改革又有可能對二者

主導經濟發展之職能上，帶來誘因與能力稟賦上的新機會與新限制時，二者

將如何在這些客觀變化下調適其職能，可說是大陸的國家——社會關係變化

的一個關鍵層面。上述這些挑戰在本質或程度上，都是中央與省級政府機構

改革中所無，這也是本研究的部分重要價值所在。 

 此二級地方政府的職能轉換工作，除了財政制約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

因素是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中國大陸作為全球經濟成長較快、總體經濟規模

較大，與吸引外資與技術較多的國家之一，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類正

負面影響對其政經發展更甚於已往，二方面其本身因應全球化的策略也對全

球化的進程與模式有一定程度的反饋影響。而大陸與國際經濟接軌最緊密的

地區，無疑是東部沿海地區。而由總體產值、經營效率與國際競爭力上來看，

非國有部門比國有部門，以及縣市與鄉鎮政府比上級政府，都扮演著更重要

的角色。由地方經濟與地方政府發展策略的特色來看，不同的地區間在全球

化的生產供需鏈中之定位，可以大致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沿著已往發展路

徑，拓深強化原有本土鄉鎮企業的國際競爭地位，例如山東的青島地區各級

地方政府。另一種則是改變重點，轉而以引入外資與跨國企業的資本與技術

為主，例如蘇南地區近年來形成的所謂「新蘇南模式」。這兩種模式，形成對

地方政府不同的角色與功能需求，也勢必將對地方機改在職能轉換上產生不

同影響。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此二級政府目前這一回合的全國性機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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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地區必須在當地自九○年代以來已有的片面機改系絡中進行。而這些既

有的系絡，在政府職能改造上當然也是由於當地經濟日益受全球化影響下所

型塑的。換言之，目前的兩級基層政府機改所面臨的機會與限制，既包括經

濟全球化下地方發展策略的需求，也包括已往片面機改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二）研究目的： 

1. 探討當前中國大陸政府機構改革中挑戰性最大的縣市與鄉鎮級改革，受到

何種因素影響，及其演變的實際現況與後果為何。在銜接中央與省級政府機

改、因應財政困境，與推動地方經濟向全球化接軌的基礎上，描述與解釋國

家與社會關係以及國內與國際議題聯結如何同時演化，期能有助於理解中國

大陸在內、外的轉型壓力下整體之政治變遷。 

2. 以比較研究之方法建立及驗證較具外部效度的理論假說。 

3. 整合現有中外文獻中對於中國大陸政府機構改革與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

角色分別予以孤立研究的成果，並在此基礎上，與 89 年度國科會計劃有關省

級政府機構改革的研究相互結合。 

4.. 研究中國大陸面臨新一波全球化衝擊（例如加入 WTO）後，如何自我調適

政府職能。 

 

（三）文獻探討：  

1. 中國大陸縣市與鄉鎮級政府機構改革： 

現有英文文獻關於改革開放時期此項問題之研究，明顯有兩點不足之

處。第一是討論政府機構改革幾乎完全限於中央政府層級，對於省與省以下

的機改，鮮少觸及。第二是對於九三年以後發展的掌握，在機改所涉及的各

項層面上涵蓋較為狹窄，遠不及大陸和台灣出版之中文著作來得全面。中文

文獻在討論縣市與鄉鎮級政府機構改革方面，觀察到其在規模臃腫、機構設

置紛雜、財政困窘、事業單位造成負擔龐大、財權與事權間分配不均衡等此

二級政府改革所普遍面臨的較獨特挑戰。同時，也注意到地方的片面機改已

經早在九○年代以來展開，形成多種模式。然而，這些文獻均未能進一步觸

及幾個更深入的重要問題。第一，未顧及既有的機構改革地方模式會以何種

方式與全國或全省的一致性機改要求形成互動，並對基層機改造成何種結

果。第二，忽視了愈往下層改革則多樣性愈豐富的事實，在重視普遍性問題

外，未探討既有的地方機改模式加上各地不同的財政制約條件會產生哪些因

地而異的機改後果。 

2. 中國大陸地方基層政府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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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文獻在這方面有值得借鏡處，也有某些主要弱點。就前者言，過去

八年來有關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中文與英文政治學作品，其經驗分析的涵蓋時

期絕大多數均限於九四年分稅制及其配套改革之前。這些作品呈現出某些共

同特點，反映了在此研究主題上的演變趨勢，本計劃是在與這些研究趨勢接

軌及對話的基礎之上設計的。首先，比較方法論的使用與通則性假說的建立

和驗證日益普遍。其次，在理論假設上，多數作品將地方政府視為理性行為

者，而其偏好函數之中兼具中央政策與地方利益兩個層面，且在實際行為上

進行極大化其既定偏好的策略選擇。第三，多數作品均突顯出地方政府藉由

其在政策執行中之關鍵地位而對公共政策的實際後果發揮重大影響。 

3. 中國大陸縣市級與鄉鎮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Jean C. Oi 在首先提出中國大陸的地方國家機關統合主義模式時，其解釋 

地方政府推動經濟改革的切入點是中國大陸財政分權下的地方政府自利性誘

因，而到了最近則隨著中國大陸企業產權改革的熱潮，將重點轉移到由產權

變革中地方政府如何處理其中「委託—代理人」(principal-agent)關係的問

題來解釋地方政府的重要角色何以能持續。尤其，針對地方的縣市級與鄉鎮

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Oi 與 Walder 指出，縣市級政府利用其行政資源

協助其區內集體企業發展，手段包括募集資本、提供優惠信貸、稅率優惠、

調節物資供應和協助產業升級；而鄉鎮級政府則成立農工商總公司，決定下

轄企業的投資計劃、生產目標與建立銷售管道。這其中至少有兩個問題尚待

克服：第一、上述 Oi 與 Walder 關於兩級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否在全中國大

陸皆如此呢？就一般經驗研究的發現可能而言，似乎 Oi 與 Walder 的觀點需

要再透過不同地方的類型建構作較細緻的處理。尤其，在中國大陸各個地方

區域經濟正以不同的型態與速度融入經濟全球化時，上述兩級地方政府的角

色，必然在各地隨之發生不同程度與本質的調整與變遷。第二、Oi與 Walder

的觀點，乃至於其所有的支持者，在討論縣與鄉級政府的經濟角色時，都將

此二級政府本身，看作一個在誘因、能力、組織結構、上下級關係皆不變的

「常數」。這在過去的時空背景下，可以理解，但在此二級政府進行全國範圍

內的系統性機構改革後，顯然有必要重新審視原有理論框架內的常數究竟產

生了何種變化，從而影響理論的解釋能力與適用性。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劃就江蘇省蘇州市地區與山東省青島市地區，採用實地的田野調 

查，來比較兩地進行的縣市與鄉鎮級政府機構改革。本計劃之所以採用此二

次區之比較案例方法作為基本研究設計，其主要理由為此二地區在許多本計

劃涉及之變項方面，均有明顯差異，利於比較案例分析，茲扼要析述如下。

第一，就地區的經濟全球化策略而言，蘇州市下的蘇州新區、新加坡工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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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崑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吳江經濟技術開發區，都是典型以吸引外資跨國

企業作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來取代已往倚賴本土企業策略的代表。而青島

地區則在九○年代以來，將許多原本由鄉鎮集體企業起家者，發展成為與全

球市場接軌的國際化企業集團，諸如海爾、海信等，不下十餘家，其經濟規

模與密集程度，在全大陸是首屈一指，被稱為「青島現象」。第二，就財政制

約中地方政府對原有地方鄉鎮企業產權改革後的財政汲取能力而言，蘇南地

區被許多研究視為改革較不順利，對地方政府較不利的典型。而青島地區則

相反，在地企業屢次股份化與集團化改革後，不斷實施成功兼併，使其對地

方財政愈形重要。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1. 主要研究發現： 

１）青島地區的機構改革：作為本研究計畫兩個主要地方政府機構改革模式 

之一的山東省青島市，其由二○○一年開始的縣、鄉鎮級機構改革，經本計畫田

野調查後發現，其實施策略主要包括：第一，藉由興辦各類經濟示範基地以及經

濟服務實體，將鄉鎮的機關部分與事業單位部分人員，轉而分流到這些新的單位

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單位與實體，其原始資本，如果不是已往作為事業單位

時的積累而來，就往往是由當地的大型企業集團，例如海信、海爾等集團的分公

司，與新辦的經濟實體共同合資。基本上，這些今日已經形成跨國規模的企業集

團，從當地發軔，仍然與當地政府有密切的共生關係，這種關係反映在各種議題

上所衍生的協力網絡，包括了政府的機構改革。而這些為機改而創立的示範基地

和經濟實體，在地理分布上，是以青島周圍的農村地區為主，而其設定的服務對

象在於農民。從調整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促進城鄉平衡發展的角度而言，此種作

法具有結合行政改革和發展戰略的特性，但由機構人員分流的角度而言，其農村

取向實際上對分流者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誘因。 

第二，將縣與鄉鎮當中另一部份需要分流的人員，往行政層級的下一級──

村來轉任，而其具體方式則為將中青年幹部選派到村級的村委會與黨委會（所謂

「兩委」）任職，在一定任期內實施輪崗交流。此處一個較為特出的現象在於，分

流到村級的村委與黨委的「兩委」人員數額多少，基本上是由全市分流總額向下

分解到各級政府，按照平均原則決定。也就是說，那些本身都市化程度高，原來

的村委會幾乎已經完全改為街道辦公室的縣級市，要和那些都市化程度低，村委

會仍占多數者提供數目約略相當的人。結果是來自後者的分流人員，往往比來自

前者的人員，在擔任兩委的主任或書記比例上高出許多，以及農村內對於這兩種

來源究竟對該地兩委工作貢獻程度如何，有其不同看法。表面上看來，這不過任

何行政體系內廣義上平均主義的又一個表現。但其實其所反映出的另一層意義，

在於機構改革本身在實施分流精簡時，就是只重總量目標（通常是精簡現有員額

的一定百分比）達成，而忽略分流後對於分流人員之原有單位以及新單位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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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配合上，有哪些根本問題產生。簡言之，亦即只重「量」而不重「質」的分

流模式。 

    第三，在政府職能轉換方面，最有指標意義的是市級政府原有的經濟專業部

門，如何調整其和下屬企業的關係，而具體表現在下屬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能否

更趨完善方面。青島市在五個行業部門中，將原行政公司改組為集團公司，在組

織成員與組織文化方面與改組前其實相去不遠，這同樣也表現在法人治理結構中

的調整激勵機制問題上。該市政府在改組各行政性公司的同時，也宣佈將實施增

加經理人薪資報酬的政策，而其上限則是企業廠長的年收入可達一班職工的十倍

左右(約人民幣十萬元)。但此項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付諸執行，關鍵還在於

像集團公司這種居於政府與大部分企業之間的控股公司。就改組以前的形態而

言，行政性公司最常遭致下屬企業反彈的問題之一，是其截留政府下放給企業的

權力與資源。而集團公司作為經過改組後的法人，並非直接完全地立即調整控股

子公司經理的薪酬，而是將是否按政策調薪，當作與子公司間針對改組後資金上

繳形式（例如：以管理費，或利潤，或股息方式上繳）與上繳數量應如何調整問

題上的談判籌碼。這些集團公司認為，在下屬企業其他支出分配不變的前提下，

其經理人的大幅加薪，勢必涉及其對集團公司資金上繳的空間。同時，集團公司

既為國家資本對下屬企業最主要控股代表，因此對後者的重要決策也自然較易發

揮影響力。在此二條件下，將兩個問題掛鉤後通過雙方的實質性談判來解決，似

乎是「在所難免」，但其可能結果，當然是在「兩邊都讓一點」後，政府對廠長增

加薪資激勵的政策不得不打折扣。  

 ２）蘇南地區的機構改革︰作為本研究另一個主要地區的蘇南部份，本計畫

係以蘇州市政府機構改革作為田野調查之對象。該地與青島市在機改的人員分流

上，作法明顯不同，主要表現在精簡比例上，並未下達百分之二十的所謂「硬指

標」，而是各級單位將分流比例與原則上報蘇州市政府先行審批核可後，自行實

施。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個原因與機改的既有路徑依賴有關，由於蘇州市

原來便具有因應工業開發而成立開發區的經濟驅動力，其轄區內原就有分別屬於

省級、市級、國家級（與新加坡實行國際合作的需要）的三個開發區。這些開發

區行政管理局，作為具有縣級市行政位階的單位，在設立之初，就已經按照其招

商引資的特定需求，以及提升服務效能的前提之下，求其機構與人員編制的簡約。

而且，由於屬於新設立單位，故能免於一般機改時所遭逢的如何處理計畫經濟時

期所遺下的機關龐大歷史包袱。因此，開發區政府基本上不受到精簡指標的約束。

第二個原因，則印證了本研究比較青島與蘇南兩種模式時所提出的假說。由於蘇

南地區的主要企業形態，愈來愈以外資（包括台資）為主（在經濟開發區尤然），

這些企業畢竟與青島的在地企業不同，無論從行為誘因或能否出資支助機改的適

法性來看，都不太可能產生像前述海爾、海信等集團扮演合資者角色來協助機關

人員分流，而這也的確是本計畫田野調查的發現所得。所以，如果一定要按照精

簡的硬指標來實施，必然發生在如何安排分流人員上未必能完全由民間部門吸收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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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職能轉換方面，同樣也以機改前後，相關單位如何調整下屬企業的法

人治理結構國企問題，作為觀察重點。在蘇南的三個開發區而言，所表現出的共

同特徵是，法人治理結構本身由於組織面上的瑕疵，而導致功能面不規範。具體

來說，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決策機構（董事會）與執行機構（經

理團隊）相互交叉任職，董事長與總經理往往由一人兼任，於是董事會無法對經

理者有效監督與領導，而經理對董事會的決議也往往任意變更，並未真正執行。

這與青島模式略有不同，後者是改組後集團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與其下屬主要子公

司（尤其是核心層的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往往是兩塊招牌，同一套班子，其結

果同樣是母公司的監督領導功能難以到位。 

至於在前述的激勵機制問題上，由於蘇南三個開發區的相關單位仍為政府部

門，不像青島地區的集團公司已由最早的行政部門演化到如今能合法擷取經濟利

益的企業法人，因此在蘇南地區的發現，乃是企業與與地級市的經貿委和財政局

等單位討論相關問題時，討論焦點並不在於經理人加薪幅度大小問題，而是該廠

經理人薪資應如何與廠方營運盈虧相聯結的問題。 

2. 理論意涵： 

本計畫在理論關注方面，揭櫫了三項主軸，其中縣市級與鄉鎮級政府機構改

革、兩級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之相關文獻，其現有觀點顯然必須再加上前述本

計畫研究發現中的動態變化部份，重新整理。至於該兩級政府在中國大陸經濟發

展中之角色的理論觀點，也無疑的要考慮地方政府在誘因面（和企業間的關係），

與在能力面（本身在機改前後組織結構與人力、財力層面）上的變化，進行根本

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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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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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相關變項方面，均甚符合。在實際研究的特定地區上，最後仍然完成了原計

畫構想中青島市與蘇州市部份，但因為計畫核定時，係限定只能在江蘇地區進行

實地研究，造成研究經費運用上的不便，因此田野調查能進行的深度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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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成果發表，一方面成果顯然適於學術期刊發表，另一方面，其價值應由往後出

版後的學界客觀評價與引用程度來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