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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內容 

 

一、前言 

改革開放前的人民代表大會往往被視為「橡皮圖章」，人大代表則多為「勞

動模範」。近年來中國大陸的信訪人數不斷增加，2003 年有所謂的「信訪洪峰」，

農民對郷鎮地方政權的信任感佷低，國家(包括黨與政府)與社會的矛盾很大，亟

需尋找新的制度性解決問體的渠道，而人大似乎是可以掌握的制度化渠道。 

本研究針對中國大陸地方人大代表的角色變遷進行分析，目的在於了解農村

廢除稅費後，而城鄉抗議事件不斷上升的情況下，地方人大代表的功能是否有所

增加。本研究擬根據有關代議士角色的理論，針對中國大陸地方人大的角色與功

能進行分析，並嘗試將相關的案例予以「類型化」。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改革開放前的人民代表大會往往被視為「橡皮圖章」，人大代表則多為「勞

動模範」。人民代表大會在歷經 80 年代的制度化改革之後，已經具有不同的氣

象，地方的基層人大代表在政治參與上也有了不同的認知。在 2007 年 7 月至 12
月底舉行的縣鄊兩級人大換屆選舉中，有大約 500 名的「獨立候選人」參選，這

在兩百多萬的縣郷人大代表中，比例固然不算大，但卻反應了人大代表角色已出

現了些微的變化，逐漸成為解決基層問體的管道之ㄧ，部分人大代表當選後，更

是以維權為己任，例如湖北潛江市的姚立法代表便是。 

另外，近年來中國大陸的信訪人數不斷增加，2003 年有所謂的「信訪洪峰」，

根據胡榮的研究，大約有四份之ㄧ的農民有上訪的經驗，農民對郷鎮地方政權的

信任感佷低，地方國家政權與社會的矛盾很大，亟需尋找新的制度性解決問體的

渠道，而人大似乎是可以掌握的制度化渠道。 

因此，當城鄉抗議事件不斷上升的情況下，地方人大代表的功能是否有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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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將是本文討論的重點。譬如位於廣東省韶關市區南部的大寶山鐵礦，數十年

來排放大量毒污水，使地處下遊的上壩村深受其害，大片良田變成荒地。由於問

題長期得不到有效解決，廣東省部分人大代表在省人大會議上，先後提了四次議

案或建議。2004 年的省人大會議上，人大代表們當面詢問在場的有關部門領導，

部份代表並約見相關職能部門官員。代表們的動作引起了政府的重視，廣東省政

府副秘書長徐尚武為此率省經貿委、國資委、水利廳、國土廳、環保局等部門負

責人一起趕赴污染現場，訂下方案，一年多後水庫建成，多年懸而未決的難題迎

刃而解。 

然而，以往學界對於中國大陸地方人大的研究成果不多，既有成果多集中於

制度與功能層面，且以全國人大為主要對象，如立法功能的發展與轉變(如法規

審批權、聽證、立法解釋、監督權的強化等)、立法體系的完備與各種立法的制

定等。本研究則試圖自地方人大的角色與功能，整合不同類型的案例，較全面的

分析中國大陸地方人大代表的角色轉變。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擬主要採用結構功能途徑，並輔以社會學的角色理論，用以檢視中國

大陸在經濟發展之後，基層政府結構中的地方人大角色變遷，在政治改革滯後的

狀況下，地方人大代表之角色及其功能。 

在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方面，本計畫希望以實地調查法，蒐集較為

顯著的案例。文獻資料則包括國內出版的專書及期刊論文、中國大陸出版的專

書、資料匯編、期刊論文、報紙及網路資料。為了增加資料的平衡性，除中國大

陸之相關出版外，海外媒體的報導亦是資料蒐集的重點。 

由於文獻資料仍相對缺乏，且中國大陸地方人大甫於 2007 年完成換屆選

舉，實地調查有其必要性。 

 

四、文獻探討 

本計畫彚整近期相關研究發現，地方人大研究在數量上雖有增多，但多集中

於事實的陳述與整理，藉用理論進行分析的著作較為少見，茲簡介如下。 

湖北省宜昌市夷陵區太平溪鎮人大主席團成員鄭家林，在「『人大代表』改

稱『人民代表』為好」一文中指出既然人大代表已日漸走向專職化，且百姓維權

上訪亦多以人大代表為對象的趨勢潮流下，人大代表即使在休會期間亦應走訪基

層、視察調查、反映輿情。鄭氏另在「關於規範鄉鎮人大工作的思考」文中指出，

鄉鎮人大與縣級以上人大相較，無論是監督行政機關或本身召開會議都有一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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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尚待克服，即極缺法律依據。 

汪淑娟同樣從社會利益多元化的背景來檢討現行基層人大代表的角色歸屬

問題。她在「人大代表的角色歸屬」文中指出，長期以來人大代表對於表達意見

時的立場混淆不清，到底是該從原選區、原選單位還是全國利益出發，為「議行

合一」式間接民主的人大制度帶來極大困擾。田必耀則在「代表行為新現象與制

度調適」中，舉出 2004 年浙江省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自掏腰包在電視上打廣告

向民眾徵求議案、2008 年廣東省人大代表胡小燕公佈手機號碼讓民眾直接申訴

等案例，強調「已不是一個政治安排，也不只是一個榮譽稱號，而是一個公權力

職務」，人大代表必須適應社會變遷而在職務與性質有所改變。 

深圳大學法學院鄒平學教授長期以來對於人大的制度變革多所討論，在今年

4 月發表的「人民代表大會的規模困境與代表性的邏輯悖論」一文中，指出人數

規模龐大、代表非專職、會期過短、議事權力集中、普通委員邊緣化（即代表性

不足）等弊端，是目前存在於各級人大的共同問題，上述弊端如不解決，則人大

不可能真正成為一個體現民主的機構。 

美國的夏明亦是少數長期關注中國大陸地方人大的學者，繼 2000 年發表 
“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 A Network Explanation”一文後，又於 2008 年出

版專著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書中以省級人大為研究對象，指出雖然中國大陸近年來的

社會變遷在速度與廣度上均相當可觀，但中共政權結合傳統政治中的運作機制

與新近增加發展的功能，讓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新形勢下繼續緊抓政治權力的新

統治機制。 

最後在專著方面，有唐曉騰的「基層民主選舉與農村社會重構：轉型期中國

鄉村治理的實證研究」、張濤等人的「中國城市基層直接選舉研究」、史衛民等人

的「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報告」等，均有論及基層人大代表的產生、職權、

功能、期待等。 

 

五、初步結果與討論 

而在近期發生的實際案例上，本文認為有幾個發展特別值得注意： 

(一)地方人大述職及履職制度的施行 
中國大陸各地方人大正全面展開人大代表述職或履職的相關制度，不怠惰或

不適任的地方人大代表將被罷免或不允許參與下次選舉，此一制度已經開始落

實。 
舉例而言，關於河南新鄉市設立評價人大代表的機制方面，根據河南日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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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2008 年 5 月，新鄉市委提出一份《關於對企業界經營管理層縣級以上人大

代表、政協委員、黨代表、勞模履行職責情況調研評價的通知》，新鄉要對全市

企業界經營管理層國家、省、市、縣四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表和勞動模

範進行調研評價。 
這次調研評價的範圍除了傳統的履行職責、參政議政等情況外，還首次增加

了依法納稅、維護職工權益、參與社會公益活動、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土地使

用、拆遷、企業誠信等多個方面。針對評價結果，設定了三種方案，被調研評價

物件只要位列其一，即可能面臨調整，這三種方案包括：綜合評價得分在 70 分

以下的；在稅務、環保、安全生產、涉法涉訴方面，只要有一個部門評價差的；

3 個部門以上同時評價為差的。 
2009 年 3 月底，(河南)新鄉市舉行新一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換屆選舉，按

照換屆程式，各縣市區首先推薦候選人建議名單，其中出現 26 個評價差的候選

人，市人大、政協換屆工作領導小組依據評價結果取消了這 26 人的資格。」1 
 其次，以湖南省衡陽市為例，人大代表必須向市人大常委會述職並接受監

督：「根據《代表法》中關於人大代表受原選區選民或原選舉單位監督的規定，4
月 29 日召開的湖南省衡陽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作出決定，從今年

起，在該市的 64 名湖南省人大代表將分別向市人大常委會述職，接受監督。人

大代表述職的主要內容包括：省人民代表大會舉行會議與閉會期間履行職責情

況、反映群眾意見的情況、自身學習與執行法律、法規、黨的路線、貫徹省人大

及其常委會決議的情況等。 
述職將採取會議述職和書面述職兩種方式，會議述職人員名單常委會委託主

任會議確定。述職完畢後，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將按稱職、基本稱職、不稱職

三個等級進行測評。不稱職票超過 30%的，由常委會領導對其提出告誡；在測評

中，對組成人員和代表提出的不履行職責、損害代表形象、有嚴重違法違紀問題，

經調查核實後，依法提出罷免案。」2 
 
(二)推出聽取民眾意見的眾多措施 

不論是地方人大委員會及其常委會，或是地方人大代表個人，近年來紛紛提

出許多新的管道，藉以聽取民意，舉例而言，江西九江市人大常委會藉由問卷的

方式瞭解民意：「江西省九江市人大常委會從 2008 年 11 月初開始，採取向全體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各縣（市、區）人大常委會、“一府兩院”
及有關部門發放問卷調查函，並以召開代表和群眾座談、網路徵求意見等形式，

開展廣泛的調查。近三個月來，共回收問卷 800 餘份、召開座談會 23 場（次），

                                                 
1 賀棣葆、陳輝，「河南新鄉 26 名代表委員因“口碑差＂換屆時被否決」，《河南日報》，2009 年

5 月 20 日，轉載於人大與議會網，

<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8662&cols=20>。 
2 李濤、李光偉，「湖南衡陽：64 名省人大代表將向市人大常委會述職」，《人民之聲報》2009 年

第 28 期一版，2009 年 5 月 19 日，轉載於人大與議會網，

<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8652&col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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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意見建議 2500 餘條，歸結出 2009 年，人民群眾關注 9 個方面的問題：三農

問題、物價、社會保障、食品藥品安全、城建環保、醫療衛生、教育、效能勤廉、

社會治安。」3 
 
(三)地方人大素質問題 

有兩個案例顯示地方人大素質問題，第一個是廣東省梅州市人大代表石育

清，侵吞三千萬元人民幣後潛逃，根據報導：「石育清是梅州市、興甯市、黃陂

鎮三級人大代表，同時還是梅州興甯市金興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法人代表、總經

理。從 1999 年到 2007 年，石育清用 340 張“白條”侵吞公司 3000 多萬元，梅州

市檢察院認為，該代表涉嫌職務侵佔罪和挪用資金罪，但考慮到對方是人大代

表，無逮捕必要，由此引發爭議。其後，廣東省檢察院與公安廳達成一致意見，

應該對該嫌疑人進行刑事拘留，可惜此時他已潛逃，現被梅州市公安局通緝」。4  
吉林省人大副主席米鳳君具有黑社會背景，2009 年 3 月被全國人大解職，

據報導：「綜合新華社、《財經》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終止了原吉林省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米鳳君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米鳳君在吉林副省級官位上長

達 17 年，案發時卸任僅 3 個月，是改革開放以來吉林省涉案被查的最高級別官

員。去年“五一”節後，米鳳君被通報涉嫌受賄、違規批地及生活作風問題，而被

『雙規』。長春當地人士稱，米鳳君在長春民怨頗大，民間稱其為“米老鼠”，意

指貪欲十足。由於米在長春城區好大興土木，又被外號“米大扒”，暗指長春最繁

華的長江路被拆得面目全非。」5 
 
 本研究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發現，雖然地方人大代表仍存在許多問題，例如

代表的素質參差不齊，但無論是來自地方人大代表本身的意識，或是來自民眾的

壓力，地方人大代表正從兩個方面加強自身功能與維護民眾權益的意識：在舊有

機制方面，加強以往的聯席會議、請示彚報、專家諮詢、宣傳、信訪、經驗與信

息交流等制度；在新增功能方面，首先市場化強化了人大的立法功能，其次代表

專職化與組織分工架構日益明確，最後就是各個專職機構之間及內部的規範逐漸

建立。 

因此，若以 James Barber 曾對美國康乃狄克州州議會的研究為標準，把代

議士分為四種類型：旁觀者（spectator）、自炫者（advertiser）、無奈者（reluctant）
與立法者（lawmaker），本文認為近期地方人大的發展可能刺激地方人大代表從

原本旁觀的角色轉向於主動的立法者。 

                                                 
3 「江西九江市人大常委會採取多種形式聽取民意」，《中國人大網》，2009 年 2 月 12 日，轉載

於人大與議會網，<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7959&cols=20>。 
4 余亞蓮、何美芬，「人大代表侵吞三千萬 檢方稱無必要逮捕致其潛逃」，《新快報》，2009 年 6
月 9 日，轉載於人大與議會網，<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8714&cols=20>。 
5 「吉林人大原副主任米鳳君落馬，長期嫖娼生活墮落」，《楚天金報》，2009 年 3 月 2 日，轉載

於中國選舉與治理，<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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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成果自評 

主持人近幾年來已針對中國大陸地方人大與社會穩定進行多項研究，包括趙

建民、張淳翔在中國大陸研究期刊所發表的「從群眾路線到有限多元：中國大陸

立法聽證制度之發展」、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資料庫建置與資料搜集分析計

畫、「中國大陸立法聽證制度之研究」國科會計畫。 

本計畫第一年主要成果包括整合以往地方人大代表的有關研究，並延伸蒐集

有關文獻與個案資料，在普遍檢視中國大陸各地提出多種強化地方人大代表能力

的不同措施之後，本文認為必須以述職評議為重點，加以說明未來中國大陸地方

人大的角色。 

第二年計畫則希望藉由訪談與田野調查，以輔助書面資料並提出進一步的結

論。 

本研究基於中國大陸社會矛盾上升、農村廢除稅費後，如何找尋制度化的管

道，以解決逐漸上升的國家(黨國體制)與社會關係的緊張，針對人大代表的角色

與制度轉變進行研究，對學界的研究具有開展領域的意義，未來可能針對此一議

題發表學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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