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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劃探討一九七八年以後共青團在中共體系中扮演的「幹部輸送」角色。
綜合分析一百二十一位歷屆團中央常委的仕途發展後，本文發現七成常委轉業後
擔任黨政幹部，不過他們很少擔任經貿、管理、科技等部門的主管。這個結果顯
示中共幹部輸送管道已出現「區隔」、「分化」的現象。此外，團中央常委擔任副
省部級以上幹部的比例高達五成。依照過去胡耀邦進入中共決策核心後大幅提拔
共青團幹部的經驗，共青團幹部在胡錦濤接掌總書記後的權力鞏固過程中，應該
會扮演一股重要力量。

關鍵詞﹕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梯隊接班、幹部年輕化、權力轉移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eilte-transmission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CYL)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fter 1978. After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careers of 121 members of the CCYL standing committee.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more than 70% of them worked as party cadres and/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 after they left their CCYL positions. However, these individuals seldom 
served as hea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d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d other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 This finding indicates the elite-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have become differentiated and specialized. This article also 
found that more than 50% of the 121 CCLY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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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d to the cadre rank at the deputy-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 or above. 
Due to the fact that Hu Yaobang, a former head of the CCYL, promoted a number of 
CCLY cadres as a mean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Hu Jintao, another former head of 
the CCLY, might use the same strategy after he seized the position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claims, cadres 
with the CCYL experience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CYL), succession in echelon, the 
deannuation of ranking cadres, power transfer

二、計劃緣由與目的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章程總則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共
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是廣大青年在實踐中
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是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身為中共的後備軍，
共青團負有向黨中央輸送優秀幹部的功能。由於共青團領導幹部通常比其他黨
政系統相同級別的幹部來得年輕，幹部退休制度的建立使得共青團領導幹部占
有年齡優勢，晉升為正副省部級以上幹部的機會較大。舉例來說，曾任共青團
第一書記的王兆國﹑胡錦濤、宋德福、李克強等人卸任後都繼續擔任中共中央
委員，成為正省部級以上的現任重要幹部。其中胡錦濤的「接班人」地位更讓
外界經常討論共青團領導幹部是否會因此受到重用，造成所謂「團派」勢力擴
張的問題。

共青團成立迄今近八十年，並經過數次改名。一九六六年共青團受到文化大
革命的衝擊，此後十二年始終沒有建立團的中央領導機構，團的工作也處於停頓
狀態。一九七八年十月共青團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第十屆團中央領導
班子，全面恢復團的工作。自一九七八年迄今，已有一百二十一人擔任過共青團
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以下簡稱團中央常委）。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討這一百餘
人擔任過的職務及行政級別，找出他們仕途發展的趨勢，以了解共青團在中共體
制中實際扮演的「幹部輸送」角色。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半數「後文革時期」的團中央常委都能晉升為副省部級
以上幹部。不過，共青團只是培養中共各級黨政首長，以及組織、宣傳、對外聯
絡、統戰等傳統黨政部門主管的一個（但非唯一）重要場所，因此團中央常委在
轉業後很難擔任財經﹑管理、貿易﹑科技等部門的領導幹部。換言之，共青團領
導幹部在中共國家機器中擔任的職位應該具有局限性。隨著大陸經濟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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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幹部輸送管道「區隔」、「分化」現象恐將日益突顯，值得繼續觀察。
其次，從本文分析結果來看，胡耀邦和胡錦濤進入中共決策核心對團中央

常委晉升為省部級幹部的人數有正面影響。事實上，近年來一些未曾擔任團中
央常委的「團系」幹部也陸續成為正省部級幹部，擔任第一線黨政領導職務，
另外還有約六十名共青團幹部目前正在擔任副省部級幹部。他們過去不是擔任
省團委正副書記，就是擔任團中央工作部門正副主管。

以目前情形來看，胡錦濤的「接班人」地位尚不足以給他主導省部級幹部
任命的權力，因此前述共青團幹部的晉升不太可能完全是胡錦濤一手主導。不
過，一旦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勢必建立他自己的班底，鞏固權力基礎。對於省
部級幹部來說，他們在中央領導班子世代交替後也有重新尋找主子的需求，新
任總書記自然是他們選擇的一個重要對象。在上下皆有需求的情形下，現有派
系版圖應該會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後發生重組，甚至會逐漸出現所謂的「西瓜」
效應。

雖然「團派」只是用來統稱曾經在共青團重要職務歷練過的人，缺乏共同
價值與政策，很難稱之為一個派系。但不可否認的，年輕時的共同工作經驗很
容易建立起深厚的人脈關係。在高層權力競爭的過程中，人脈關係成為派系領
導人建立「嫡系人馬」的一個重要考量。從胡錦濤的角度來看，與他關係密切
的共青團就是他尋找班底的一個（但非唯一）人才庫。宋德福是他卸任團中央
第一書記時推薦的接任人選，關係密切不在話下。胡錦濤進入中共決策中心後，
分管共青團事務，對選拔共青團領導班子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李克強和周強都
是在這種情形下出任第一書記。他可以透過這些人在「團派」幹部中找出「口
味相同」的人，並予以提拔，擴大自己的權力基礎。對具有共青團經歷的中共
幹部來說，利用「團派」色彩拉近與新任總書記的關係也對他們的仕途發展有
所助益。由此觀之，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後的鞏固權力過程中，歷練過共青團
領導職務的中共幹部應該會扮演一股重要力量。

四、計劃成果自評

首先，多年來兩岸和西方學術界都未能有系統分析共青團的「幹部輸送」角
色。然而，當胡錦濤極可能接替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時，缺少研究共青團「幹
部輸送」角色的文獻使得外界不易精確評估「團派」人馬擔任的黨政職務，也不
能分析「團派」勢力是否會隨著胡錦濤接掌總書記而擴大的問題。本文可以適度
地彌補這個缺失，充實中共政治精英流動的文獻。針對十六大後團系幹部在中共
政壇的地位，以及胡錦濤與團系幹部間的共生關係，作者已經撰寫一篇論文，「後
文革時期共青團幹部在中共黨政群系統的發展」(題目暫定)，將於 2002 年 3 月
發表於由政大國關中心主辦的第二十九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

此外，本文在蒐集人資的方法上也做了新的嘗試。過去中共精英研究完全依
賴現有人名錄的資料，不但會有時效性較差的困擾，還必須遷就人名錄收集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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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來進行研究分析。倘若人名錄蒐集的名單不夠完整，研究者不是被迫「削足適
履」，修改研究範圍，就必須冒著分析結果偏差的風險。本文在蒐集團中央常委
名單後，大量運用網路搜尋器蒐集人資，彌補現有人名錄不足之處。在相當程度
上，克服過去相關研究面臨的限制，有助於提高分析結果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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