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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社會流動觀點出發，透過對菁英晉升模式的歸納來理解中共幹部

任命的特色。在當前制度化的脈絡下，筆者認為中共的幹部任命已出現「接

班人栽培」的思維：包括「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兩面向。從菁英流動

來看，包括被甄拔的年齡以及工作的輪調與安排，可視為黨如此措施的具體

表徵。本研究以十五屆至十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為研究案例，證實了接班人

栽培的相關成分能系統性的解釋中共菁英晉升的結果。此外，本文也嘗試以

如此的接班人栽培概念，界定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可能晉升的菁英群體。 

關鍵詞：中共、菁英晉升、接班人栽培、中央委員、量化分析 

* * * 

壹、前 言 

「菁英」在政治體制的運作中扮演不可取代的決定性角色。探索一國政治菁英甄

補的特徵，不但可以藉此瞭解政黨、個別領導人選拔幹部的偏好，相關議題也反映了

該政治體制所彰顯的價值取向、特性與文化。泝對於如中國大陸極不透明與權力獨占的

非民主政體而言，「菁英」便成為外界瞭解其內部政治運作與政策產出相當重要的切入

點。 

中共如何選拔、任命與晉升菁英？由於此屬中共政治研究的核心議題，文獻已累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國家對社經變遷的控制與調適－子計畫

二：黨國體制下的菁英選拔：兩岸的比較研究」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 NSC100-2420-H-003-006-

MY3），特此誌謝。作者感謝匿名審查人所給予極具建設性的寶貴意見，讓本文更具參考價值。 

註 泝 Lester G. Seligman,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6, No. 3

（August 1964）, pp. 612~626;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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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相當豐富的成果。大致來看，相關研究可以區分為「功能途徑」（ the functional 

approach）與「理性抉擇途徑」（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首先，功能論者在經驗

上主要關注菁英的某些共同特徵、條件與背景，並將黨之所以選拔這些特定特徵菁

英，歸咎於某些外在的理由。就改革開放時期的脈絡來看，當黨路線從毛時期的階級

鬥爭轉為四個現代化建設與經濟發展，有些學者主張中共已大量任命具有專業知識背

景與專業經驗的技術官僚，取代原有具有革命背景與工農階級身分的幹部；沴此外，亦

有研究從制度安排角度出發，主張中共黨務、政府部門各自具有甄補、晉升政治忠誠

（紅）與專業技術官僚（專）的標準與渠道；沊再者，近來也有實證研究指出中共大量

甄補技術官僚僅為表象的特徵。由於中共仍抱持不變的一黨專政原則，因此這些專業

菁英也同時通過政治憑藉的篩選（如黨齡與黨務經歷標準）。沝除了這些菁英紅、專屬

性的討論之外，傳統中共菁英研究的派系政治研究亦關注菁英與領導人的共同背景。

相關論述主張基於領導人權力鞏固的考量，因而具有與領導人相關聯繫「關係」（如同

事、同鄉、同學等）的菁英將會大量的被提拔，如上海幫、共青團、秘書幫與清華幫

等，都是過去相關研究關注的焦點。沀 

除了傳統的功能途徑外，近年來用於解釋中共菁英甄補與晉升的另一個新興途徑

為理性抉擇途徑。這個途徑主張，中共晉升菁英的主要依據是根據幹部過去的工作績

效表現：過去工作績效表現較佳者，將有較高的機會向上晉升。由於地方官員有可一

致比較的「績效」基準（特別是促進經濟成長），因此目前為止績效解釋

（performance-oriented explanation）的實證研究大量集中在地方官員的經濟表現與其仕

途發展的關聯性上。如薄智躍系統性的檢視省領導人在各項經濟指標的表現與其仕途

                                               

註 沴 關於如此的「專取代紅」論點，見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4（April 1988）, pp. 

371~399;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8, No. 3（March 1998）, pp. 231~264；趙建民、張鈞智，「菁英循環與再生？十二

大以來中共技術官僚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第 49卷第 2期（2006年 6月），頁 69~97。 

註 沊 Xiaowei Zang,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New York: Taylor & Fransic, 2004）. 

註 沝 關於強調政治憑藉篩選的實證研究，可見黃信豪，「晉升，還是離退？中共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

性風險分析」，台灣政治學刊，第 13卷第 1期（2009年 6月），頁 161~224；黃信豪，「有限活化的

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考察」，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4 期（2010 年 12 月），

頁 1~33。 

註 沀 上海幫、秘書幫、清華幫與共青團的相關研究分別請見 Cheng Li, “The ‘Shanghai Gang’: Force for 

Stability or Cause for Conflic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clm2_CL.pdf; 

Wei Li and Lucian W. Pye,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132（December 1992）, pp. 913~936； Cheng Li,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July 1994）, p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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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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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關聯性；泞李宏彬與周黎安從「晉升錦標賽」的視角，闡述地方幹部如何在績效

評估體制下熱衷追求經濟成長。而如此以績效為主的甄拔，已形成中國特色的幹部任

命制等。泀包括地方各級領導人以及各面向的經濟表現等。洰「經濟績效」如何影響政

治晉升，至今已累積豐富的實證研究成果。 

總的來說，功能途徑與理性抉擇途徑的研究成果，已為外界瞭解中共如何甄拔、

晉升菁英提供完整的解釋框架與實證圖像。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不論按功能途徑或

理性抉擇途徑，菁英晉升在如此的討論下將會被簡化為單一的直線過程：個人若擁有

某些條件、特徵，或有較佳的（經濟）工作表現，則愈有向上晉升的可能性。然而，

從個體的角度來看，仕途發展應是個人在政治階層中一系列晉升與未晉升事件的集

合。既有研究途徑似乎過度簡化菁英晉升過程的討論。以此，社會流動理論中兩個理

想型（ ideal type）的流動形式─贊助式流動（ sponsored mobility）與競爭式流動

（contest mobility）─或許可以做為我們理解中共菁英晉升過程的起始點。泍首先，贊

助式流動認為個人的仕途發展取決於「早期挑選」（early selection）。基於菁英對屬意

接班人進行有計畫的培育，因而在經歷早期挑選後，那些中選者相較於未中選者將進

入截然不同的晉升管道與栽培路徑。在早期挑選的影響下，個人的仕途發展將是全然

延續性的（continuous）。相反地，競爭式流動主張個人在不同層級的競爭是全面開放

的，因而個人的仕途發展將全然獨立：即特定層級的向上流動與否，將不受前一個層

級的晉升結果影響。若從典型的流動理論來界定過去相關研究，理性抉擇途徑由於強

調幹部工作績效表現，因而或許較偏向「競爭式流動」論述；但就功能途徑的研究來

看，由於外部理由較為多元（紅、專、非正式關係等），因此我們較難一致地推斷其較

偏向競爭式流動或贊助式流動形態。 

本文嘗試結合競爭式流動或贊助式流動的理論原型，探討現今中共菁英晉升的特

性。必須說明的是，基於個別菁英政治仕途軌跡的不同，本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完整的

建構、分類中共菁英晉升的可能路徑，而是嘗試提出一個較為通則性的觀點。透過較

為通則化晉升路徑的討論，我們的主要關懷是凸顯中共幹部任命制（cadre appointment 

                                               

註 泞 薄智躍主張地方經濟成長率（GDP）與地方對中央的稅收貢獻，是影響地方領導人仕途發展的主要經

濟表現因素，見 Zhiyue Bo,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Armonk, NY: M.E. Sharpe, Inc, 2002）. 

註 泀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No. 9-10（September 2005）, pp. 

1743~1762. 

註 洰 如林挺進研究地級市市長的經濟績效與晉升關聯性、徐觀詳等人研究省領導人職務交流對地方經濟成

長的影響、周黎安等人提出相較於前任的現任經濟表現影響等，見林挺進，「中國地級市市長職位升

遷的經濟邏輯分析」，馬駿、侯一麟主編，公共管理研究（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45~68；徐觀詳、王賢彬、舒元，「地方官員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長、省委書記交流的

證據」，經濟研究，第 2007 年第 9 期，頁 18~31；Ye Chen,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 Economics Letters, Vol. 88, No. 3

（September 2005）, pp. 421~425. 

註 泍 關於這兩個典型流動形式的討論，可見 Ralph H. Turner,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5, No. 6（December 1960）, pp. 85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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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的現今特徵。本文認為在走向政治制度化的脈絡下，中共的政治晉升已出現

接班人栽培（successor cultivation）的特性─結合「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兩要

素。雖然晚近文獻大量著重工作績效表現於政治晉升的重要性，但本文透過社會流動

理論視角的討論與實證研究，揭露出中共如何在制度化脈絡下對幹部向上流動扮演栽

培、培養的角色。 

本文將分成七個部分。除前言外，第二節介紹簡略描述中共政治制度化的趨勢與

特性，藉此認定特定的菁英晉升邏輯如何鑲嵌於制度當中。第三節闡述「接班人栽

培」的邏輯，包括「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兩要素。第四節說明本文的研究資料

與研究方法。第五、六節為資料分析，作者將證實接班人栽培概念在中共中央委員群

體的適用性，接著嘗試以如此的邏輯提出中共十八大領導班子晉升的可能人選。結論

除了簡述研究發現，也闡述本研究彰顯的意涵以及相關議題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貳、幹部選拔的制度化：晉升邏輯的浮現 

為了瞭解中共如何選拔、晉升菁英，本節先將焦點著重在當前中共菁英政治的總

體脈絡，特別是制度化的特色；在界定政治制度化的趨勢與特徵後，作者將討論為何

特定的菁英晉升邏輯能夠嵌入於中國大陸既有的幹部選拔制度中。 

一、中共政治制度化的趨勢與總體框架 

就中共菁英政治而言，改革開放至今最重要的總體脈絡特徵是「政治制度化」的

趨勢。定義上，制度化指的是政治體系的運作取決於愈少的無規律、武斷的個人意志

決定，而是愈多的約定成俗規則與程序。泇近年來，中國政治研究越來越多關於「正式

政治」（normal politics）的討論。學者大多指出後鄧小平時期的領導人決策、幹部選

拔上，已受限於更多的制度壓力，而非僅是個人意識形態與意志能決定。沰為了因應

2012 年秋天中共十八大的召開，外界也採制度化途徑嘗試預測未來政治局的可能人

選。泹 

                                               

註 泇 Robert A. Scalapino,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n Socialist Societies,” in Robert A. 

Scalapino, Seizaburo Sato and Jusuf Wanandi eds., As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 59. 

註 沰 關於正式政治的討論，可見 Frederick C.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Vol. 45（January 2001）, pp. 69~70；而更多關於中共政治制度化趨勢的介紹，可見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台北：五南出版社，2010

年）。 

註 泹 關於制度化脈絡下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可能人選的推估，相關文獻可見 Alice Miller,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Politburo: A Quixotic, Foolhardy, Rashly Speculative, but Nonetheless Ruthlessly Reasoned 

Projecti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ttp://media.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LM33AM.pdf; 

寇健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1987 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政治科學論叢，2010 年第

45期，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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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制度化的相關討論已相當豐富，本節在此主要透過兩個面向來凸顯當前中共

政治制度化趨勢的屬性與樣態，包括制度化的階段以及幹部任命制的特色。首先，歷

經近三十年的發展，中共政治的制度化、常軌化至今或許已經入「制度鎖入」（lock-

in）階段。泏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領導人「權力來源」的差異。作為制

度化的共同發動者，鄧小平與其他革命元老擁有較多的個人權威與非正式影響力；而

後鄧時期的領導人由於缺乏歷史功績，因此非正式影響力較弱。泩在領導人的權力基礎

差異下，後鄧時期的中共領導人大多僅能遵循鄧小平等人所遺留下的制度規範，或在

既有的制度基礎上向上增添，而無法扭轉或改變制度發展方向，如年齡、任期限制以

及幹部四化的菁英選拔原則。泑從制度鎖入的視角切入，或許我們可以認定當前中共領

導人已達成某種程度的「菁英解決」（elite settlement）。炔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

菁英妥協或許亦能說明為何中共至今政治仍維持相對穩定的情況。 

此外，正式制度的建立，也意味著中共的幹部任命制至今已發展出與其他前共黨

國家相當不同的樣貌。以典型的共黨政權蘇聯為例，其人事任命政策相當受到不同領

導人時期而出現系統性差異。如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時期採取較積極的經濟

改革措施，因而大量更換地方幹部；布里玆涅夫（Leonid Brezhnev）為了爭取地方幹

部對中央的支持，對地方幹部仕途安排便採取較為穩健、可預期的策略。炘然而，在制

度化的趨勢下，現今中共領導人對人事任命的安排較無法按個人意志行事。因此，從

制度化的框架與脈絡論之，中共現今或許存有一套幹部選拔與安排的共識，且該共識

並非由任何單一領導人可獨斷，而是黨內主要領導人皆能接受的。再者，制度化脈絡

於菁英選拔的另一個意涵是非正式關係影響力評估。基於正式制度規範的制約，即使

領導人欲安排與自己交好或關係較為接近的幹部，但也必須在不違反既有制度規範下

進行。因此非正式關係或許在現今中共菁英政治仍具有影響力，但其扮演的主要應是

補充性的角色，特別是正式制度無規範之處。炅 

                                               

註 泏 寇健文比較中國與前蘇聯菁英政治的發展，發現蘇聯菁英政治制度化失敗的主因，主要在於制度建立

後始終無法得到往後接班人的依循與認可，僅停留在「制度建立」階段。相關論述見寇健文，「中共

與蘇共高層政治演變的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 年 6 月），頁

39~75。 

註 泩 Dittmer 從菁英的權力來源（bases of power），依不同的權力格局分為非正式的個人權威（ informal 

personal authority）與正式的制度權力（ formal institutional power），見 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October 1978）, pp. 26~60. 

註 泑 關於中共現有菁英流動的相關制度規範，請見本節第二部分的討論。 

註 炔 按 Higley 等人的界定，菁英妥協係指「菁英彼此之間從具有重大爭議到達成共識」的過程，見 John 

Higley and Michael G. Burton, Elite Foundat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1~32. 

註 炘 Pierre F. Landr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8~21. 

註 炅 舉例來說，若黨需要一個具有專業背景的部長來執掌經貿相關業務，那麼具「財經專業背景」與「相

關工作經歷」或許是既有制度規範下的選才標準。而非正式關係的影響力，便是一個僅具這些條件人

選被晉升的可能性，將不如同時具有這些條件以及與高層具特定關係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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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動規範與晉升邏輯的浮現 

在簡要討論中共當前政治制度化的屬性以及幹部任命的特性後，那麼，中共現有

的幹部流動規範為何？特定的菁英晉升邏輯如何能夠浮現？如前所述，當前中共主要

的幹部選拔與輪替原則，大多來自鄧小平時期所界定；而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所界

定的相關規範，大多都在鄧時期遺留下的規範基礎中向上延伸。炓本節接著簡要敘述中

共現有的菁英流動相關規範，並從流動理論的視角，將重點放在為何特定的菁英晉升

邏輯能夠嵌入既有的菁英流動制度下。炆 

總的來說，與流動相關的規範可從「進場」、「退場」的兩面向來理解。其中，

最為直接相關的規範便是「逐級晉升」（進）與「年齡限制」（退）。在逐級晉升

上，按鄧小平的思路，「用坐火箭、坐直升機的辦法提拔幹部，我們再也不能這麼幹

了。幹部要順著台階上，一般的意義是說，幹部要有深入群眾、熟悉專業、累積經驗

和經受考驗鍛鍊的過程。」炄基於如此逐級晉升的原則，實證研究也發現改革開放時期

中共政治菁英的仕途發展愈來愈符合如此「階層性向上流動」規律。炑其次，在年齡限

制上，自「幹部四化」的甄拔原則於 80 年初期制定以來，中共「屆齡離退」的規範不

斷地層級向上延伸與履行。1997 年中共十五大喬石的退休也建立了最高領導人「屆齡

離退」的先例，且隨即的十六大與十七大，所有超過 68 歲的領導人也不再續任政治局

成員。炖 

「逐級晉升」與「年齡限制」分別界定了中共菁英晉升與離退的正式條件。然

而，這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程度菁英流動的邏輯衝突。從社會流動理論視角來

看，「年齡限制」似乎隱含中共菁英流動偏向「贊助式流動」形態：愈年輕的幹部由

於能夠於領導職務中任職更久的時間，在考量人事穩定的情況下，相同層級下年輕幹

部在晉升上應較有優勢，相反地年長幹部則無晉升上優勢。然而，另一方面，如鄧小

平所主張的，幹部應得於各層級累積工作經驗與接受能力考核檢驗，因此逐級晉升原

則的實行，直觀上意味著中共菁英流動應較屬「競爭式流動」原理：菁英在前一個層

級累積工作經驗與接受治理能力考核後，方得向上晉升；反之，未通過前一層級職務

的考核，則無法向上晉升。 

                                               

註 炓 直到目前為止，鄧小平在 1980 年 8 月於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談話，仍是中

共幹部選拔規範制度化的最重要文件。該談話根本上界定了中共幹部選拔制度化的方向。見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 320~343。 

註 炆 作者在此並非將焦點著重在細部規範，而是根本的流動原則。有關 80 年以來幹部選拔相關法規的演

變，可見黃信豪，「有限活化：中國黨國體制下的菁英流動，1978-2008」，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

士論文（2008年），頁 73~103。 

註 炄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2卷），頁 324。 

註 炑 以正部級領導幹部來說，相關研究也指出有越來越多的正部級幹部，其副部級經歷有黨務部門的歷

練。見黃信豪，「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考察」，頁 12~13。 

註 炖 關於喬石於 1997年退休的討論，可見 Joseph Fewsmith,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 

NY: M.E. Sharpe, 2001）, pp. 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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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符合這些菁英流動的相關制度要求，特別是進場的逐級晉升與退場的年齡限

制，本文認為中共或許已發展出一套幹部任命的特定「潛規則」。而從先前的描述來

看，如此的潛規則應將使當前中共菁英的流動形態某種程度結合「贊助式流動」與

「競爭式流動」的特色。更根本的是，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共政治制度化的總體框架與

脈絡來看，如此的原則應該是被黨內主要領導人所普遍接受的，而非個人意志所能決

定的。 

參、中共的接班人栽培：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 

在簡要討論制度化的總體趨勢與框架後，我們接著將闡述「接班人栽培」邏輯如

何能符合中共現有的制度規範，並在菁英晉升上扮演潛規則的角色。從典型的「贊助

式流動」與「競爭式流動」理論出發，首先，可以預期共黨國家幹部任命制下的菁英

流動形態，本質上應較符合「贊助式流動」而非「競爭式流動」特色：「職官錄」的

掌控（nomenklatura control）彰顯共黨能夠全面地控制、任命與選拔幹部，如中共的

「下管一級」人事管理體制。在如此的體制中，領導人往往能透過控制組織部，來大

量晉升與自身關係密切、交好的幹部。基於如此根本的體制特色，學者關注到如典型

共黨政權的蘇聯，其幹部任命政策往往隨不同領導人時期出現系統易變性

（variability）。 

然而，如此以「贊助式流動」為主的根本形態，在中共改革開放脈絡下或許將產

生不同的樣貌。基於中共在改革開放時期將路線轉移至經濟現代化建設，黨的角色從

原先的革命黨帶領階級而走向執政黨。在如此的環境下，可以想見的是中共愈高層級

的幹部任命，將愈存在著愈多的「競爭性」色彩而非「贊助式」成分。原因在於當黨

愈強調現代化建設與執政黨的路線與目標，則愈高層級的幹部將必須掌管更為廣泛、

全面的社會、經濟治理任務，而非僅扮演帶領革命、動員群眾的角色。因而，在選拔

這些幹部的過程中，黨將會有更多治理能力與工作經驗上的要求；相反地，愈低層級

的幹部任命，如此的能力與經驗要求則或許較小。如此的能力、經驗比較在菁英流動

形態上較屬「競爭式」意涵。幹部任命於改革開放時期脈絡下不同的層級差異，也成

為為何近來文獻發展出中共菁英晉升「績效表現」解釋的最根本原因。 

然而，如前所提及的，在菁英流動的相關制度規範下，黨在「年齡限制」下將無

法有完整的時間來考核幹部是否有足夠的治理能力與工作經歷。對個人來說，所有幹

部在不同層級也將面臨各自不再提拔的時間壓力。以不同層級來看，一般來說正科

級、正處級、正廳級不再提拔的年齡分別為 40、50、55 歲，而副部級、正部級、正

（副）國級則分別為 61 歲、63 歲與 67 歲。對黨來說，在高層的人事穩定考量下，又

必須讓幹部盡可能地愈早（即年齡愈輕）晉升。以此，為解決能力、表現評估與各層

級年齡限制的兩難困境，一個可行的方式是輪調幹部在短期間內掌管不同面向的業

務，或是安排其出任地方領導職務。透過如此的安排，幹部能夠在有限時間內累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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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晉升的工作經驗與展現其自身的全面治理能力。以此，「職務安排與輪調」或許已

成為中共評估幹部工作表現與檢驗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假使我們同意以上所述，職務安排與輪調可作為黨評估幹部工作表現與治理能力

的重要措施。那麼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同層級下，幹部「年齡」的差異，或許凸顯了

黨是否對其具有更多的偏愛，即具有「政黨贊助」（party sponsorship）潛在意義。可

以想見的，若個別幹部在較年輕的情況下便晉升至某一層級，則他（她）將有更多的

時間能累積工作經驗與展現自身的治理能力，因而能在下一步的晉升中取得更佳的競

爭優勢，如 45 歲即晉升至副部級者相較於 50 歲者，將有多 5 年的時間來累積副部級

層級的工作經歷；相反地，年齡較長的幹部則無此一優勢。除了相關文獻所揭示「績

效解釋」，本文認為在考慮「年齡」的因素下，職務安排與輪調的手段同時亦包含了

某種程度的「贊助式」流動的「栽培」意涵，即為黨所偏好的人選「出政績」。 

透過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現今中共菁英晉升形態將結合贊助式流動與競爭式流

動的特色：在制度規範的限制下，中共的幹部任命出現「接班人栽培」邏輯─結合

「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兩要素。首先，即使共黨幹部任命本質上可由高層單方

面決定，但改革開放時期的環境脈絡讓中共較高層級的幹部任命應更重視幹部的工作

經驗與治理能力，即更具競爭式流動特色；然而，另一方面，年齡限制的制度規範卻

不允許黨在各個層級裡仔細地審查與比較幹部的能力與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當考

量個別幹部的年齡差異時，政黨贊助的意涵將具體浮現。從流動的形態來看，個別幹

部很可能在較年輕時便得到黨的挑選與偏愛而向上流動至某一層級（早期挑選）。然

而，並非所有被挑選與得到黨偏好的幹部皆能順利向上晉升。黨接著透過職務安排與

輪調的手段，特別是使其掌管不同面向的業務或出任地方領導職務，來考核其能力與

工作表現（能力測試）。通過上述考驗者（即「出政績」者），方得進一步向上晉升。

結合贊助式流動與競爭式流動的原理，那些得到黨早期挑選，並接著通過能力測試的

幹部，理應較有可能得到向上晉升的機會。 

本節主要討論接班人栽培的概念如何結合贊助式流動與競爭式流動的樣態，並符

合中共現有的相關制度規範。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挑選」或職務安排與輪調的「能

力測試」，迄今為止並未系統性的出現在現有的幹部選拔相關規範中，但如此的措施卻

是符合現有的制度要求的。炂以此，或許我們可以將如此的接班人栽培概念，視為是中

共幹部任命的「潛規則」。炚總的來說，透過如此較為通則性菁英晉升路徑的歸納，「接

                                               

註 炂 相較來說，與「早期挑選」以及「能力測試」較為接近的制度規範包括「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

隊伍建設規畫」（最新為 2009-2020 年）、「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交流制度的決定」、「黨政領導

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等。然而，「後備幹部」的相關規定精神在於讓各階層的幹部形成明確的年

齡梯隊、「交流制度」背後的意涵在於期待未來領導幹部能具全方位的領導經驗、「幹部選拔任用條

例」較為突出的也僅有逐級晉升與職務交流。這些制度所規範的皆較為片面，並未同時提及「早期挑

選」與「能力測試」的相關理念，以及兩者如何各自或綜合成為決定晉升的正式條件。 

註 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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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潛規則係指不在台面上，但其運作卻是被予以承認的且可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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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卷第 4期（2007年 12月），頁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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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栽培」的概念或許可反映中共現今幹部任命的思維，並在理論上對近年來興起的

績效解釋，增添政黨贊助與栽培方面的闡述。 

肆、研究設計 

本文主要透過社會流動的理論視角，從菁英晉升形態的討論來捕捉現今中共幹部

任命的思維。本研究以中共十五屆至十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為觀察對象（不含軍職委

員與候補委員），嘗試證實接班人栽培邏輯於政治晉升上的解釋性與可適用性。炃以這

時期的中央委員為觀察對象主要基於以下兩點考量。首先，相較於其他層級與群體菁

英（如副部級、群眾團體等），中央委員會正選成員（不含候補委員）的個人背景與職

務經歷的完整性較能確保，以此可避免相關資訊不齊全所造成方法論上選擇性偏誤的

問題（selection bias）。其次，十五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出現屆齡離退的規範先例。

觀察 90 年代末期以來中央委員的晉升也符合本文探討的制度化總體脈絡。而本文在分

析上排除軍方幹部，原因在於軍職體系具有獨立的階層體系，較難一致地與文職領導

人比較。牪在排除軍方幹部後以及十五大前已晉升者，本文的分析案例共為 308 位。狖

當然，以中央委員做為觀察標的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若要完全地凸顯栽培的概念，

則理論上或許層級較低者更適合做為觀察標的。然而，基於資料完整性考量與可比較

性，特別是栽培的職務經歷變項，中央委員仍是相對較佳的選擇。倘若本文所主張的

接班人栽培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適用性，如何將相關元素運用於不同群體（如其他

黨主導之社團組織）或其他階層（如層級向下延伸）的菁英流動，或許是未來可行的

研究方向。狋 

如前一節所討論的，接班人栽培的思維包含黨的早期挑選與後續的能力測試措

施，在如此的思路下，那麼這兩面向的相關因素應能解釋菁英未來晉升的可能性。在

實證研究部分，本文將接班人栽培的概念具體化為以下兩個階段： 

                                               

註 炃 中央委員的相關資料主要來自中共官方出版品與網頁，如中共中央組織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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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及人民網與

新華網。所有的幹部相關資料亦可見「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若讀者有任何資料蒐集、分類與編碼的相關問題，歡迎與

本文作者聯繫以交換意見。 

註 牪 本文對文職領導人的定義是曾經任職於正部級黨、政領導職務者。 

註 狖 由於黃菊於十四大四中全會被甄補為政治局委員，基於其屬於江澤民時期（1994 年後）的晉升事件，

因此本文仍將黃菊納入分析。 

註 狋 除了本文的中央委員外，將「接班人栽培」概念擴充至候補中委群體的驗證，也是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之一。事實上，近年來亦已有相關專文討論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可見陳陸輝、陳德昇、陳

奕伶，「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5 卷第 1 期（2012

年 3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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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挑選的釐清 

本文第一階段將釐清接班人栽培概念中「早期挑選」的成分。如前所述，某些幹

部或許在年紀較輕時便得到黨的挑選與偏愛，因而向上流動至某一層級。如此得到

「早期挑選」的幹部，在年齡優勢下因而較具晉升優勢。本文首先將證實如此「早期

挑選」的存在與其意涵。就中央委員來說，個人「進入中委會年齡」將是一個可操作

化的指標。在屆齡離退的制度規範下，個人若在年輕愈輕時便進入中央委員會，則表

示其將有愈多的時間累積相關工作經驗以及展現自身的治理能力。以此，本研究將首

先以進入中委會年齡為解釋標的。 

為了釐清中央委員群體中是否有上述「早期挑選」的意涵，本研究以入黨年齡、

學歷、專長學科、上海經驗與共青團經驗等作為解釋變項。狘這些變數包含過去研究，

特別是先前所提及功能途徑所關注的紅（入黨年齡）、專（學歷、專長學科）與非正式

關係（上海經驗與共青團經驗）。狉本階段的目的在於揭示那些年紀較輕便得以進入中

委會的幹部，是否擁有相似的一般性特質：如進入中委會年齡較輕者，是否為入黨年

齡較輕（紅）、具有高學歷或特定專長背景（專），以及擁有上海或共青團經驗（非正

式關係）者。倘若上述的關聯性存在，我們將得以釐清「早期挑選」的在中央委員會

群體的意涵。此外，由於中央委員一般為黨政領導部門正部級高官（包含部分群眾團

體與國企），在此階段作者也考量「正局級工作時間」，以佐證前一階段工作經歷於下

一層級得到挑選的影響。 

二、政治晉升的解釋 

雖然近年來理性抉擇途徑重視工作績效（特別是經濟面向）於中共菁英晉升的影

響，然而，基於年齡限制帶來的時間壓力，職務安排與輪調或許已成為中共在較短期

間內評量幹部能力與工作表現的重要手段：黨很可能安排輪調幹部掌管不同面向的業

務，或是安排其出任地方領導職務，來評估幹部是否具有晉升的治理能力與工作表

                                               

註 狘 關於這些變項的歸類方式與描述性統計量，可參見附錄。 

註 狉 本文以「上海經驗」與「共青團經驗」做為非正式關係的相關測量。首先，之所以採「非正式關係」

而非傳統常見的「派系」一詞，原因在於中共「派系政治」的定義，至今學界並無高度共識，因此本

文採較為謹慎的做法：以 Tsou 較寬廣的「非正式關係」概念來界定。關於非正式政治的相關討論可見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 in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5

（March 1976）, pp. 98~119. 其次，十五大以來中共領導人部分具有上海經驗、共青團經驗的集體特

徵，是學界已經關注到的現象。至於其他可能存在的非正式關係，如太子黨等，由於相關的資訊太過

隱諱，為考量資料完整性，本研究暫不考慮，有待日後相關專文與討論加以釐清。關於上海經驗，本

研究採丁望的標準（將受過江澤民提拔、至少 5 年的上海經驗，如在上海當官前多半在上海住過，或

在上海念大學）；而共青團經驗，本研究採寇健文的標準（1973 年共青團重新組建後，曾在團出任副

局級以上領導職務幹部）。相關討論可見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

2002 年），頁 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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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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若以上的思維存在，那麼，從個體的角度來看，跨部門工作經歷或地方治理經歷

理應成為解釋向上晉升的重要因素：我們理應能在已晉升的中共領導菁英中，找到更

多具有特定職務經歷的證據。從績效解釋的角度來看，雖然這些工作經歷屬於較為間

接的測量，但按接班人栽培中能力測試面向的思路，由於具有這些工作經歷的幹部已

通過治理能力測試，因而擁有多重領導經歷或地方領導經歷的幹部，應有較高的機會

能向上晉升（即已「出政績」）。值得說明的是，相關文獻或多或少已注意到多重工作

經歷或地方治理經歷於政治晉升的影響，但不同的是，本研究嘗試從流動理論的角度

對相關因素提出系統性的解釋。狜 

就中央委員會群體而言，在中共政治階層裡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皆高於中央

委員，這兩個群體皆屬於中共領導人級（副國級）菁英，因此本研究以「領導人級晉

升」作為政治晉升的觀察標的。狒此外，在黨職務安排與輪調部分，本文關注幹部於

「正部長級」黨政領導職務的工作經歷（若有進一步晉升者，則關注晉升之前的工作

經歷），並具體化為「多重領導經歷」與「地方領導經歷」兩個變項。狔前者包括「地

方跨省分」、「中央（黨、政）跨部門」以及「跨中央與地方」三類；後者則包括「省

（市、區）長」與「省（市、區）委書記」兩者。表 1 為接班人栽培的相關變項的描

述性統計資訊，包括進入中委會年齡、多重領導經歷、地方領導經歷與晉升事件。 

本研究將以接班人栽培概念解釋中共十五屆至十七屆中央委員的政治晉升。除了

以上的工作經歷因素外，本文最終也結合先前的早期挑選因素（進入中委會年齡），嘗

試驗證中共菁英晉升的形態如何結合流動理論中的贊助式流動與競爭式流動特性。我

們預期那些經歷過「早期挑選」以及「能力測試」的中央委員，將有較高的可能性向

上晉升至領導人級職位，即中央政治局委員與書記處書記。在研究方法部分，基於一

定數量的研究個案，本文將以計量方法區辨不同面向因素對政治晉升的影響。在接下

來的分析裡，除了一般較常見的多元迴歸模型，由於晉升／未晉升屬二分變項（binary 

outcome），本文也採廣為量化研究接受的二元對數成敗比模型（ binary logistic 

                                               

註 狜 如李成主張地方領導經歷與治理經驗提供訓練國家領導人的絕佳機會，寇健文則提出地方經歷與交流

經驗是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加分條件，但他們的研究大多是經驗歸納，並無系統性的理論討論。見

Cheng Li, “After Hu, Who? 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Await Promoti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

（January 2002）, pp. 1~20；寇健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1987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

頁 1~36。 

註 狒 值得說明的，大多數關於中共領導人晉升的討論大多關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討論則較少。本

研究之所以納入書記處的群體，原因在於希望透過晉升個案的擴充，以求較穩定的統計估計結果。但

即使如此，大多數的書記處書記皆由政治局委員兼任。十五大以來未兼任政治局委員的書記處書記僅

何勇、王滬寧與令計劃三人。另外，王兆國屬於極端案例。他早在 1985 年時便晉升至書記處書記，但

1987 年後，又回到正部級職務歷練，遲至 2002 年十六大方晉升至政治局。就王兆國的個案來說，我

們並不計算其 1985至 87年的領導人經歷。 

註 狔 本研究並不計算領導人晉升與正部級輪調同時發生的職務安排，原因在於如此的職務輪調與晉升無時

序上的意義，「同時發生」意謂如此的經歷對晉升並無助益。如張德江、劉淇在十六大任政治局委員

前也幾乎同時調任廣東省委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如此類型的工作輪調與安排，本文便不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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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model）。以此，我們將證實接班人栽培的相關措施是否適用於解釋中共中央

委員群體的政治晉升。 

表 1 「接班人栽培」變項的描述性統計 

變項 類別／項目 數值／百分比 

晉升事件 

未晉升 

晉升 

排除值 

85.7%（277） 

8.6%（31） 

4.6%（15） 

進入中委會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個數 

55.9 

4.99 

35.9 

63.6 

308 

多重領導經歷狚 

無 

地方跨省份經歷 

中央跨部門經歷 

跨中央、地方經歷 

個數 

68.8% 

7.2% 

9.4% 

14.6% 

308 

地方領導經歷 

無 

省（市、區）委書記 

省（市、區）長 

個數 

50.3% 

27.0% 

22.7% 

30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伍、挑選與測試：中央委員的分析 

在中共的幹部任命制下，少數幹部或許得到黨系統性的栽培，他們的集體特徵為

何？幹部的工作經驗─作為黨工作輪調與安排的表徵─是否有利於他們下一步的仕途

發展？本節接著以中央委員為例，呈現黨接班人栽培的相關措施，包括「早期挑選」

與「能力測試」，如何能在當前制度化的脈絡下運作，並能系統性地解釋中共菁英的政

治晉升。 

本節首先以「早期挑選」解釋標的，以揭露那些進入中委會年齡較輕者是否具有

共同的背景與特徵。整體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筆者首先將「進入中委會年齡」視為

直觀的連續變項（如表 1，最大值為 63.6 歲的朱育理，最小值為 35.9 歲的倪志福）。

在連續變項的解釋中，多元迴歸分析的最小平方法（OLS 估計值）是最常被使用的估

計模型。表 2 結果顯示，相對於沒有非正式關係者，具有共青團經驗者能在年紀較輕

時便進入中委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平均來說「共青團經驗」能夠降低進入

                                               

註 狚 這個變項主要用來凸顯領導幹部的多重領導經驗形態。為了便於比較，作者僅區分為「跨中央」、

「跨地方」以及「跨中央、地方」三類。當然，擁有「跨中央、地方經歷」的幹部也可能同時實質上

擁有地方跨省份經歷（如兩個地方治理經驗加上一個國務院部長經歷），如此的案例在本文將會被歸

類為「跨中央、地方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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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委會年齡約 3.13 歲。其次，入黨年齡對中委會的早期挑選也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平

均而言，當個人的入黨年齡增加一歲，則進入中委會的年齡也增加約 0.11 歲。最後，

局級工作時間也將顯著增高個人進入中委會的年齡。在控制其他變項下，當個人於正

局級的工作時間增加一年，平均來說進入中委會年齡也增加約 0.38 歲。至於學歷與專

長學科因素，雖然其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也大致呈現高學歷、具科技、財經專長

者則進入中委會年齡較輕的趨勢。 

表 2 進入中委會年齡的迴歸模型 

 OLS estimates Logit estimates 

 β s.e. β s.e. 

學歷 -0.39 0.43 -0.46 0.19* 

專長學科     

 科技、財經專長 -0.50 0.77 -0.52 0.34 

 人文、社科法專長 0.28 0.87 0.11 0.38 

非正式關係     

 上海經驗 0.47 1.33 0.20 0.60 

 共青團經驗 -3.13 0.82*** -1.01 0.41* 

入黨年齡 0.11 0.05* 0.05 0.02* 

局級工作時間 0.38 0.10*** 0.11 0.05* 

常數 53.79 1.71*** -0.10 0.74 

個數 297 297 

Adjusted/Pseudo R2 0.08 0.07 

MSE/X2 4.82 29.12*** 

說明：***p < .001; **p < .01; *p < .05。logit estimates的適合度統計量為 McFadden’s R2。因少數個案在入黨時間

與局級工作時間資料缺漏，因此分析個案數為 297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除此之外，為了具體劃分「早期挑選」的年齡範圍以便於評估十八大可能晉升人

選，我們也嘗試將進入中委會年齡進行二分的區隔：「獲早期挑選者／未獲早期挑選

者」。按過去經驗歸納，若我們同意超過 68 歲已為政治局屆齡離退的標準，那麼 58 歲

或許可以作為劃分中央委員是否得到黨早期挑選之劃定界線。主要原因是若個人得以

在 57 歲以下時便進入中委會，他們除了能在正部級層級累積一定程度的工作經歷，同

時也能夠在領導人級職務任滿兩任十年的任期。在黨為了政治穩定具有人事考量的情

況下，58歲或許可以作為一個界定中委會早期挑選的時間點。狌 

                                               

註 狌 若個人得以在未滿 63 足歲晉升者，則理當他們可以在領導人級職務任滿兩任十年。以此，未滿 58 歲

能進入中委會者，意味著他們得以在正部級領導職務歷練約略五年的時間。事實上，根據作者在

「Institutionalizing Political Entry into the CCP Politburo: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一文中的

分析（於 2013下半年收錄於 Choosing China’s Leaders一書，Routledge出版），十五大至十七大所有

新進政治局成員的平均年齡也在 57歲至 59歲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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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量分析中，二元對數成敗比模型是適合運用在解釋二分變項的分析方法。表

2 同時也呈現以二元對數成敗比模型的分析結果（Logit 估計值，1＝58 歲（含）以

上，0＝未滿 58 歲）。結果顯示，即使我們較武斷地將進入中委會年齡以 58 歲做為早

期挑選的界線，影響中央委員進入中委會年齡的因素也與先前結果相當一致：包括共

青團經驗、入黨年齡、局級工作時間等變項，在不同進入中委會年齡的劃分方式中皆

具顯著解釋力，影響方向也相當一致。狑 

基於表 2 的分析結果，本文認為中委會的早期挑選應呈現出兩種意義。首先，共

青團經驗與入黨年齡或許意味中委會的早期挑選有明確的「政治忠誠」篩選意義，如

一定程度的黨資深制的確保以及與領導人非正式關係的展現。這些變項透露出中共菁

英甄補中「紅」的意義。其次，局級工作時間變項則充分凸顯出年齡限制規範下中共

幹部任命的考量：前一個層級較長的工作時間，對下一個層級的晉升反而是不利的。

可以想見的，在各層級屆齡離退的制度下，黨的確面臨到必須盡早晉升幹部的時間壓

力。從這個發現來看，傳統績效解釋強調前一個層級工作表現，在考慮中共制度化的

總體脈絡後，我們的確有必須再釐清與重新檢視。 

在釐清中央委員的早期挑選意義後，本節接著探討接班人栽培概念的第二個成分

─「能力測試」。如前所界定的，在各層級年齡限制下，黨或許透過特定職務的安排與

輪調，在較短時間內審視幹部的治理能力並累積其工作經驗。本研究以「多重領導經

驗」與「地方領導經驗」作為如此措施的具體指標，來觀察擁有這些工作經驗的中央

委員是否具有較高的晉升機會，初步分析如表 3 所示。結果顯示多重領導經驗、地方

領導經驗皆對中央委員晉升至領導人級職務有顯著正向影響。在控制所有職務經歷

下，首先，相對於其他無多重領導經驗者，擁有中央跨部門（黨、政）經歷的中央委

員有顯著較高的機率能晉升至領導人級職務：其晉升與未晉升的相對機率比（odds 

ratio）為無多重領導經驗者的 5.04 倍；其次，在地方領導經歷上，相較於無地方領導

經驗者，擁有省（市、區）委書記經驗的中央委員，向上晉升的機率也顯著較高：其

晉升相對於未晉升的相對機率比為 3.92。至於跨中央、地方經歷以及省（市、區）長

經歷在控制其他經歷因素後則無顯著影響，地方跨省份的經歷則在顯著邊緣（p > 

0.1）。如此的初步分析結果符合本文的先前預期：黨職務安排與輪調的確是審視幹部

治理能力的有效手段，因而正部長級的相關工作經歷，特別是「中央跨部門經歷」以

及「地方一把手經歷」，顯著地有助於中央委員的政治晉升。 

                                               

註 狑 值得說明的是，按表 1「進入中委會年齡」的描述性統計量，該變項並不屬於常態分布。從方法來

說，這表示 OLS estimates並無法得到「最佳線性不偏估計元」的估計結果。然而，本節主要目的在於

證實幹部進入中委會的年齡差異是否存在具體的栽培意義（即呈現變數影響方向，而非比較變項相對

影響力高低）。此外，本節也提供 logit estamtes 來呈現相同方向的分析結果。這表示不論用何種度量

尺度與估計方法，係數趨勢應是相當穩定的。因此，即使表 2 的估計參數並非最佳，但應也不至於有

系統性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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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領導人晉升的二元對數成敗比模型：工作經歷的影響 

 β s.e. Odds 

多重領導經歷    

 地方跨省份經歷 1.21 0.63  

 中央跨部門經歷 1.62 0.67* 5.04 

 跨中央、地方經歷 0.65 0.58  

地方領導經歷    

 省（市、區）委書記 1.37 0.63* 3.92 

 省（市、區）長 -0.24 0.80  

常數 -3.19 0.46***  

個數 308 

X2（LR test） 24.73*** 

Degree of freedom 5 

Pseudo R2（McFadden） 0.123 

說明：***p < .001; **p < .01;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相較於先前研究強調個人條件、背景的功能途徑以及績效解釋的理性抉擇途徑，

本研究從社會流動理論的視角，透過菁英晉升的探索來呈現中共幹部任命的思路。本

文認為在中共制度化的脈絡下，黨或許已發展出一套「接班人栽培」的幹部任命思

維。因此，菁英流動的形態將結合贊助式流動與競爭式流動的特色，而「早期挑選」

與「能力測試」便是從幹部任命角度出發的具體表徵。 

表 2 與表 3 中央委員群體的分析，分別釐清了早期挑選的意涵以及能力測試於政

治晉升的初步效果。接下來本文將結合這兩者要素，建構解釋領導人晉升的接班人栽

培模型。針對十五屆至十七屆中共委員的政治晉升，表 4 列出了三個估計模型，藉以

測試主要變項影響的穩定性，並釐清這些變項的因果機制。首先，模型一的部分僅列

入接班人栽培的核心變數：包括進入中委會年齡、地方跨省分、中央跨部門與省

（市、區）委書記等工作經歷。玤如我們所預期的，在同時考慮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的

要素後，所有核心變數的影響力皆相當穩固地顯著解釋中央委員的政治晉升。首先，

在控制其他條件下，進入中委會年齡愈輕者，則晉升至領導人級職務的機率愈高。這

顯示早期挑選於菁英晉升的正向影響力。 

                                               

註 玤 由於表 3 的分析結果顯示跨地方省份經歷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p < 0.1），因此本文仍在表 4 模型

一的分析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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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領導人晉升的二元對數成敗比模型：接班人栽培的解釋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β s.e. β s.e. β s.e. 

早期挑選       

 進入中委會年齡 -0.12 0.04***   -0.12 0.04** 

能力測試       

 地方跨省份經歷 0.69 0.58     

 中央跨部門經歷 1.90 0.64**   1.82 0.68** 

 省（市、區）委書記 1.62 0.49***   1.91 0.49***

學歷   0.28 0.32 0.51 0.35 

專長學科       

 科技、財經專長   0.65 0.60 0.40 0.64 

 人文、社科法專長   0.14 0.69 0.10 0.75 

非正式關係       

 上海經驗   1.16 0.67 1.39 0.74 

 共青團經驗   0.99 0.50* 0.67 0.57 

入黨年齡   -0.01 0.03 0.01 0.04 

局級工作時間   -0.17 0.08* -0.15 0.93 

常數 3.47 2.00 -3.00 1.36* 1.35 2.45 

個數 

X2（LR test） 

Degree of freedom 

Pseudo R2（McFadden） 

308 

33.41*** 

4 

0.17 

297 

13.62* 

7 

0.069 

297 

41.38*** 

10 

0.208 

LR test（model 2 & model 3）=27.77*** 

說明：***p < .001; **p < .01; *p <.05。因少數個案在入黨時間與局級工作時間上資料缺漏，Model 2與 Model 3

分析個案數為 297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其次，在控制其他變數後，中央跨部門經歷以及地方一把手經歷皆對中央委員的

政治晉升具顯著的正向影響。從幹部任命的角度來說，這證實了黨對幹部的工作輪調

與安排理應存在，因此我們可以從得以晉升的中央委員，找到顯著較多的多重領導經

驗與地方領導經驗證據。在年齡限制的規範下，本文的分析也證實黨如此安排是符合

現今中共制度化脈絡的可行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其他變項後，原先在表 3 有

一定程度影響力的地方跨省份經歷變項影響力便完全消失。這或許意味著對政治晉升

具有益的職務經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面向：首先，中央跨部會的輪調凸顯的是幹部不

同面向治理能力與經驗的累積；其次，地方一把手經歷意味著是全面性的治理經驗，

包括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處理社會治安與失業問題等。中央部門輪調與地方一把手職

務安排可被理解為黨測試幹部能力的兩大主要手段。從這個角度來看，跨省份領導經

驗與其他工作經歷的影響力被中央跨部門經歷以及地方一把手經歷所吸收，便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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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 

接著，模型二的估計模型則以學歷、專長學科、非正式關係、入黨年齡與局級工

作時間為解釋變項。這些設定主要涵蓋個人不同條件、背景以及部級之前的工作經

歷。如前所討論的，這些變數不但是我們先前用來解釋早期挑選的解釋變項，邏輯上

來說也是較為前置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較少的局級工作時間與具有共青團經

驗能顯著正向影響十五大以來中央委員的向上晉升。然而，當考慮接班人栽培的相關

因素，如表 3 的最終模型（模型三）顯示，原有模型二具重要影響力的變項關聯性便

被「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的相關因素吸收。此外，我們也可發現原先模型二顯

著的常數項，在控制了接班人栽培相關變項後也不再顯著。這意謂著原模型二無法被

變項解釋的系統性變異，在模型三中便有顯著的改善。在模型二與模型三的 likelihood-

ratio test 中，也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表示在考慮本研究所主張的核心變數後，對

中央委員晉升的解釋力，的確獲得顯著的改善。 

這些跨模型的比較分析結果凸顯兩者意義。首先，相較於傳統功能途徑研究重視

的個人背景或條件，本文所主張的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因素，更能解釋中共的菁英晉

升，且變項影響力在跨模型裡皆相當一致且穩定。其次，從過去文獻亦相當重視的非

正式關係來看，本文所主張的接班人栽培相關因素，或許也能夠融合中共菁英政治所

謂「非正式關係」對菁英晉升的解釋。如前所述，在中共制度化的總體脈絡下，即使

領導人欲提拔與自身交好或最為親近的幹部，但也必須符合既有制度規範。因此，讓

那些幹部在年輕時盡早進入中委會，得以進一步累積相關工作經歷與治理能力，將是

符合既有制度規範的作法。總的來看，本文提出的接班人栽培邏輯，得以在中央委員

的政治晉升中獲得一定程度的證實。 

為了更具體呈現接班人栽培如何在中央委員的政治晉升中運作，按表 3 的分析結

果，圖 1 估算出領導人晉升的預測機率與變化。由於中央跨部門經歷與省級一把手對

中央委員晉升的解釋方向與程度差異不大，在此呈現的是晉升的預測機率，如何隨著

進入中委會年齡高低以及是否具有省級一把手經歷而出現變化。如圖 1 所示，晉升機

率將隨著進入中委會年齡增加而顯著降低，且如此的邊際影響在具有省（市、區）委

書記經歷的中央委員裡更為明顯。大致來說，當個人約略在四十歲進入中委會，同時

若往後具有省級一把手經歷，則未來晉升領導人級職務的機率約達 75%。 

除了呈現領導人晉升的預測機率變化外，本文試著透過個案的討論，更具體勾勒

出中共菁英晉升的路徑。玡表 5 按十五屆至十七屆，來歸納中央委員已晉升者的「早期

挑選」與「能力測試」相關條件全貌，包括進入中委會年齡與正部長級相關工作經

歷。總的來說，在這段時間晉升至中共領導人級職的菁英中（共 31 位），在晉升之前

有 5 位在正部長級經歷中擁有中央跨部門歷練，擁有省委書記歷練者則達 18 位，至於

無這兩類型職務歷練者則為 8位。 

                                               

註 玡 這部分的討論主要是連結本文的分析框架與實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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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領導人晉升的預測機率變化：接班人栽培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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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5 接班人栽培模型：十五到十七屆領導人晉升的回顧 

職務歷練 十五大 十六大 十七大 

中央跨部門經歷 
羅幹（52.3）、曾慶紅（58.2） 何勇（56.9）、曾培炎（58.8）、

王剛（60.1） 

 

省委書記經歷 

李長春（ 43.7）、吳官正

（49.2）、賈慶林（52.6） 

張德江（ 50.8）、俞正聲

（52.4）、王樂泉（52.8）、回

良玉（52.9）、張立昌（53.3

）、賀國強（53.9）、周永康

（54.8）、陳良宇（56.1）、 

李克強（ 42.2）、習近平

（49.4）、汪洋（52.6）、薄

熙來（53.3）、王岐山（54.3

）、張高麗（56.0）、李源

潮（56.9） 

無 
黃菊（54.1）、吳儀（53.9） 王兆國（ 41.2）、劉雲山

（50.2）、劉淇（54.8） 

王滬寧（ 47.1）、令計劃

（51.0）、劉延東（57.0） 

說明：括弧內的數字為進入中委會年齡，按此年齡先後排序。如前所述，黃菊於十四大四中全會被甄補為政治局

委員。但基於其屬於江澤民時期（1994 年後）的晉升，因此本文仍將黃菊的個案納入分析，並歸於十五

大的晉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首先，從無相關經歷者來看，即使有 8 位菁英在晉升之前無中央跨部門歷練或省

委書記歷練，但他們進入中委會時的年齡全都低於 58 歲（如表 2 的區分標準），甚至

大多數低於全體平均的 55.9 歲。從這個角度來看，「早期挑選」的因素仍在他們的晉

升過程中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其中，劉延東於 57 歲進入中央委員會（早期挑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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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最小者），同時亦無中央跨部門或地方一把手職務歷練。她的晉升是本文的「接班人

栽培」思路裡最無法解釋的部分，屬最極端的案例（least likely case）。玭 

除此之外，在具有地方一把手歷練且已晉升的個案來看，他們大多數進入中委會

的年齡也皆不超過 58 歲。至於具中央跨部門經驗者，他們進入中委會的普遍年齡則較

高。除羅幹 52.3 歲與何勇 56.9 歲，其餘皆在 58 歲以上。總的來說，結合圖 1 的預測

機率變化，年齡較輕便進入中委會者且隨後具有地方一把手歷練可說是「接班人栽

培」邏輯下最典型的晉升形態，包括李克強、李長春、吳官正、習近平等人（進入中

委會年齡小於 50 歲）的晉升，皆是符合這個邏輯下較為典型的案例（typical cases）。

根據本節的分析結果，我們或可預期十八大時將有一定比例的菁英，得以透過這些路

徑向上晉升，進入中共權力核心。 

陸、十八大的評估：晉升群體的界定與意涵玦 

上一節的實證分析驗證了接班人栽培邏輯如何能在中共十五屆以來的中央委員群

體中運作：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的相關變項，能系統性的解釋菁英政治晉升。對社會

科學研究而言，除了能系統性的解釋已發生的現象外，我們也期待在理論的基礎上能

鑒往知來。基於中共十八大於 2012 年秋天召開，按制度化的邏輯，外界不但普遍預期

胡溫體制應交班，同時在屆齡離退的規範下，中共領導階層也大幅換血。玢在證實接班

人栽培概念的可解釋性後，本文嘗試以此為基礎，提出中共十八大可能晉升群體的評

估，並討論其意涵。 

在進行預測評估之前，有幾點根本的限制與方法論的考量必須先行說明。首先，

精確地評估政治晉升理應基於對選拔空間的理解，特別是政治局與書記處的總體人

數，然而這部分的資訊事先並無法得知，如十六屆、十七屆政治局委員共 24 名、25

名，書記處書記則分別是 7 名、6 名。假定以十七屆的規模來看，在姑且不討論彼此

流動的情況下（如書記處書記至政治局委員），則政治局或許將有 12 位新任委員（文

                                               

註 玭 私人關係或許可以用來解釋劉延東的晉升。據報導指出，劉延東的父親劉瑞龍是中共工農紅軍第 14 軍

的創建人之一，也曾任農業部副部長。除了此一「太子黨」的背景外，劉延東與江澤民也有深厚的私

人交情。但如此的血緣與私人關係歸因已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留待後續相關研究挖掘。見大事件編

輯部，十八大政治局之選（香港：明鏡出版社，2011年），頁 42~45。 

註 玦 作者在撰寫這部分的初稿時為 2012 年 6 月（十八大於 2012 年 11 月召開）。為維持撰寫時的預測目

的，在最終修改時（2013 年 1 月）作者並未加入太多中共十八大實際甄補結果的對照，僅於行文時於

註釋增添相關訊息。 

註 玢 以政治局來說，中共十三大以來政治局的輪替模式相當穩定。當出現權力交替時，則政治局的輪替率

（新任成員/全體成員）皆超過 50%（如十四大的 13/20 與十六大的 13/23，不計軍方領導人）。倘若

按十六大與十七大的年齡離退規範，則現有 23 位文職領導人中（除郭伯雄與徐才厚等軍方代表外），

則計有 12 位將屆齡離退，包括胡錦濤（70）、吳邦國（71）、溫家寶（70）、賈慶林（72）、李長春

（68）、賀國強（69）、周永康（70）、王剛（70）、王樂泉（68）、王兆國（71）、回良玉

（68）、劉淇（70）。事實證明這些屆齡領導人也全數離開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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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領導人）、書記處則僅有 1 位（何勇在 2012 年為 72 歲）。第二，本節擬從先前所證

實的黨制度化脈絡下接班人栽培邏輯，嘗試補捉十八大的可能晉升群體。以此，政治

局常委的部分本節並無多加討論。事實上，自十六大以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分工

（特別是中央領導小組的分管）相對穩定。玠此部分的預測來自詳細的個案分析討論或

許較為恰當。玬再者，與第二點相關的，基於作者的目的僅在於提出一個按理論出發的

可能晉升群體，但仍有許多其他因素或內部不透明的原因可能影響菁英晉升結果（如

其他的晉升模式與健康因素、貪腐與政治案件等）。最後，也是理論解釋出發的最根本

限制是，畢竟本節的嘗試是基於十五大以來的幹部選拔模式。一個無法顧及的影響

是，可能由於方法論上的「成熟效果」干擾，導致我們評估十八大可能晉升群體時相

關因素（如工作經歷因素）的影響力實際上出現增加或減少的趨勢，而使評估結果與

現實背離。玝以上這些限制提醒我們從事任何預測工作時，都有其根本上的侷限，更何

況是針對中共如此資訊極為不透明的國家。 

作者的評估基礎如下。首先，基於十五大以來的新任政治局委員與書記處書記，

除曾慶紅外都有至少一任中委資歷（大多都是正選中委，除了李源潮、令計劃為候補

中委），因而以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作為來評估可能晉升人選的總群體應是適當的方

式。在扣除掉軍職中委（41 位）、現任領導人（26 位）、至 2012 年超過 68 歲者（20

位）後，則可能的候選人共有 117 位。其次，至 2012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省級黨委的

換屆改選工作已大致完成，因而候選人的正部級職務經歷已大致可掌握（本文的計算

至 5 月底為止）。最後，如第五節所提到的，為了便於預測的目的，這裡我們將以「不

超過 58 歲」作為早期挑選的年齡標準。按先前表四模型三的設定，則可得預測模型如

下： 

Pr
ln '

Pr
X B=

晉升

未晉升

（ ）
（ ）

（ ）
 

' 3.84 1.83*58 1.88* 1.77*X B = − − + +歲以上 中央跨部門經歷 省市區委書記  

X
2（LR test）=42.82（p < .001）, Pseudo R

2（McFadden）= 0.216 

上述方程式原始的模型設定基本上與表 4 模型三一致，這裡筆者僅列出顯著的估

計係數。透過比較得知，這個模型的估計結果不但與先前相當一致，且相對來看有更

佳的預測力（Pseudo R
2 

= 0.216，略高於表 4模型三的 0.208）。因而以預測的目的，該

方程式應較為適當。作者按先前分析所揭示的晉升路徑，包括早期挑選與中央跨部門

                                               

註 玠 關於政治局常委會分工與晚近趨勢的討論，可見 Alice Miller,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under 

Hu Jintao,”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ttp://media.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LM35AM.pdf. 

註 玬 關於制度化下十八大政治局常委輪替的討論，可見 Alice Miller,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Politburo: 

A Quixotic, Foolhardy, Rashly Speculative, but Nonetheless Ruthlessly Reasoned Projection,” op. cit.; 寇健

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1987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頁 22~29。 

註 玝 所謂成熟效果，係指基於研究者的觀察時間範圍受限，因而無法評估未觀察到的時間效應將使變數關

聯性出現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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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以及早期挑選與省（市、區）委書記經歷，估算出所有候選人可能的晉升機

率。並且，按年齡限制與仕途模式的慣例，排除已超過 68 歲者（假定十八大於 2012

年 10 月召開），以及已退出第一線黨政領導職務而任職於全國人大、政協者。瓝經過上

述處理後，我們以副國級職務不再提拔的 63歲為界線，列出預測結果如表 6。 

表 6 接班人栽培模型：十八大晉升群體的預測（以年齡為區隔） 

 未滿63歲 63歲以上 

早期挑選+中央跨部門經歷 
楊晶（蒙）、尹蔚民、尚福林、王

晨 

周生賢、周小川 

早期挑選＋省委書記經歷 

孫政才、胡春華、周強、趙樂際、

楊傳堂、韓正、張春賢、強衛、劉

奇葆、姜異康、羅保銘、盧展工、

袁純清、吉炳軒、張慶黎、秦光榮

、孫春蘭（女） 

王瑉、張寶順、蘇榮、郭金龍、孟

建柱、田成平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按接班人栽培邏輯，在 2012 年秋天，具有早期挑選與中央跨部門經歷者的候選人

共有 6 位（其中 2 位已滿 63 歲）；而具有早期挑選與省級一把手經歷者則共有 23 位

（其中 6 位已滿 63 歲）。當然，他們並不會全部都晉升至領導人級職位。但若按十五

大以來所歸納的接班人栽培邏輯來看，或許這些候選人，特別是至 2012 年秋天未滿

63 歲者，將有一定比例將能晉升至領導人級職務。假定沒有重大案件與健康問題，在

人事穩定的考量下，他們將能在領導人級職務任滿兩任十年。瓨 

本文認為以上的群體界定，對外界預測、理解中共領導階層的人事任命有幾點值

得注意的意義。首先，當依接班人栽培模型估算晉升可能性時，我們發現中央委員群

體內部存有明確的特徵差異。如這些候選人（現任未晉升者）年齡的群體差異相當大

（最年輕者為孫政才的 49 歲，最年長者為華建敏的超過 72 歲）。在年齡條件高度與早

期挑選相關（即進入中委會年齡）下，這意謂的確有某些幹部為黨有系統的培養作為

接班候選人。 

其次，就本文所界定的工作經驗因素，我們也發現在這些候選人中，鮮少有候選

人同時具有「中央跨部門」領導經歷以及「省級一把手」經歷（除杜青林）。甿大多的

狀況是具有省委書記經驗，且同時具有「地方省際交流」經驗或「中央地方交流」經

驗。然而在控制其他條件下，表 4 分析顯示地方交流或中央地方交流經驗對中央委員

的晉升並無顯著影響。從這些現象來看，這意謂著中共似乎存在兩條培養接班人的職

                                               

註 瓝 現任中央委員未滿 68 歲，而已退出第一線領導職務者，包括李建國、白恩培、李榮融、王太華、石宗

源（回）、杜青林、王旭東、張雲川、王金山、陳建國、羅清泉、陸浩。 

註 瓨 在 15 位新任中共領導人中，有 10 位在本文的預測名單內，包括張春賢、趙樂際、胡春華、韓正、楊

晶、劉奇葆、孫春蘭、孫政才、孟建柱、郭金龍。不在本文預測名單內的新任領導人為栗戰書、馬

凱、趙洪祝、杜青林、李建國。 

註 甿 令人意外的是，已離開第一線領導職務的李建國（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得以進入十八屆中央

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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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歷管道：中央歷練與地方歷練。當然，如此的宣稱需要往後時間更長的經驗歸納

加以證實。 

再者，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在於中共十八大領導階層的結構。十七大時，中共已羅

列「63 周歲以下」為中央政治局預備人選的正式條件。畀然而，如表 5 所示，當前十

七大的群體中有相當的比例超過 63 歲，同時符合本文所界定的接班人栽培路徑。雖然

相關文獻歸納近期中共新任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約在 57 至 59 歲，但我們仍不能完

全排除這些年齡較大者，在十八大時仍有晉升至中共領導階層的可能性。例如孟建

柱，他在 2008 年已出任同為副國級的國務委員一職，至 2012 年 10 月時他已超過 65

歲，他仍被認為是接管周永康政法系統的熱門人選（他並無政治局委員經歷）；又如郭

金龍，他有豐富的地方領導經驗（西藏、安徽與北京），至十八大時亦超過 65 歲，但

他至今仍未離開第一線領導職務轉進全國人大、政協，甚至仍在 2012 年 7 月當選北京

市委書記。倘若這些年齡偏大的候選人得以進入領導班子，那麼，中共十八大的人事

更替可能形成的是「過渡的政治局」，即有相當比例的成員僅能具有一屆任期。甾若如

此的狀況成真，到了 2017 年十九大，「習李體制」將有更多自主的人事安排空間。更

根本的是，這是否意謂近年來累積的菁英輪替制度化趨勢開始出現倒退的現象？還是

外界其實無法有效分辨哪些非正式慣例、規範屬無法推翻且黨內已有高度共識（如年

齡限制），而哪些又僅有一次性或短期適用的性質（如 63 歲以下進入政治局之選拔標

準）？這些相關議題有待往後研究繼續努力。 

即使本節提出中共十八大的可能晉升群體，但必須強調的是，如此的預測是基於

理論建構─「接班人栽培」思路所提出的。我們不能排除仍有一定比例菁英並非按此

模式或思路所晉升，亦或是有某些重要條件為本研究所忽略的。然而，作為以「解釋

性」為目的出發的實證研究，我們最終關懷的仍是變項間理論與邏輯關聯性，並非最

大的可預測性。以此，本節所嘗試界定的晉升人選或許仍有一定的誤差。這些未知或

未能系統性被解釋的部分，仍有待往後相關研究多加補充。 

柒、結論與討論 

有別過去相關文獻，本研究以社會流動理論的角度，透過對菁英晉升模式的歸

納，來理解中共幹部任命的思維與特色。本文認為在當前制度化的脈絡下，中共的幹

部任命已出現「接班人栽培」的思維：包括「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兩面向。原

因在於當制度規範強調年齡限制，且改革開放時期中共又更加重視幹部的治理能力與

                                               

註 畀 劉思揚、孫承彬、劉剛，「為了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1498.htm。 

註 甾 總計十八屆新任政治局委員有 6 位超過 63 歲，包括孟建柱、郭金龍、李建國、杜青林、馬凱、趙洪

祝，如此的現象是十五大以來的第一次，也表示這些成員在十九大實應全部退休。此次中共中央領導

班子甄補，有強烈的過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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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黨因而將存有如此特定幹部任命邏輯來符合自身與制度需求。從菁英流動

來看，包括甄拔年齡與工作輪調與安排，將成為黨如此措施的具體表徵。本研究以十

五大以來的中央委員為研究案例，證實了接班人栽培不同成分於中共菁英晉升的適用

性與可解釋性。實證結果發現，早期挑選於中央委員具有明確的政治篩選意涵；同時

正部級工作經歷，包括中央跨部門經歷與省級一把手經歷對顯著解釋中委向上晉升的

可能性。再者，本研究也透過經驗趨勢比較，證實接班人栽培邏輯有一定程度的非正

式關係意涵：相較於傳統重視個人背景或條件的實證研究，本文所主張的早期挑選與

能力測試因素，更能解釋中央委員的晉升結果。最後，本研究也嘗試以接班人栽培模

型，提出中共十八大可能晉升的群體。 

本研究對理解中共菁英甄補模式以及未來政治發展，或許有一定程度的貢獻與意

涵。首先，就菁英選拔模式來說，雖然晚近文獻大量著重工作績效表現於政治晉升的

重要性，但本文透過社會流動理論視角的討論與實證研究，揭露出中共如何在制度化

脈絡下對幹部向上流動扮演栽培的角色，即早期挑選因素的解釋力。因此，理論上，

本文能對近年來興起的績效解釋增添黨栽培、培育方面的闡述。其次，近年來大量文

獻關注中共政治制度化的趨勢，包括職務分工與幹部任命與流動等。但在這過程中，

我們仍不能忽略非正式關係的影響力，以及其如何在正式制度未規範到的範疇下持續

發揮作用。雖然僅是基於較為粗糙的二分嘗試，但本文的分析結果也證實關係網絡的

因素或許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在黨對幹部的早期挑選與工作安排與輪調上。非正式關係

的影響力，甚至概念意涵與範圍，仍有待相關研究持續關注。最後，制度化下的中共

接班人栽培的幹部任命模式，意謂黨已建立起領導菁英培養、育成與接班的升遷管

道。從政治發展與政權前景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意謂著中共短期內出現統治菁英分裂

而走向轉型道路的可能性較低。 

本文透過中央委員群體，證實早期挑選與能力測試的接班人栽培概念具有一定程

度的可適用性，因而能系統性的解釋菁英的政治晉升。以此，未來有兩個相關議題或

許可以值得進一步探索。首先，若中共內部存在如此的接班人栽培思維，或許我們可

以在不同的群體亦發掘到相似的經驗現象。如何將相關元素運用於不同群體或其他階

層的菁英流動？如國企領導人、部級與局級領導人等。同時，不同階層的群體中早期

挑選與能力測試的因素比重是否有所差異？其次，若黨的確透過某些職務調動與安排

來測試幹部治理與工作能力，那麼令人好奇的是，那些職位與地域是黨主要用來檢視

幹部治理經驗與能力的重點場域？換個角度說，幹部主管哪些部門或治理哪些省份，

在黨的栽培下出政績後，未來將有較好的仕途發展？這些反映中共幹部任命思維的相

關問題有賴我們持續關注。 

 

* * * 

（收件：101年 6月 18日，第 1次修正：101年 8月 1日，複審：101年 8月 30日， 

第 2次修正：101年 9月 17日，第 3次修正：102年 1月 17日，接受：102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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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變數的描述性統計量 

變項 類別／項目 數值／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個數 

93.2% 

6.8% 

308 

學歷 

中等程度（含以下） 

大學專科 

大學本科 

研究生（含以上） 

個數 

2.3% 

11.7% 

52.6% 

33.4% 

308 

專長學科 

科技、財經專長 

人文、社科法專長 

其他 

個數 

51.3% 

27.6% 

21.1% 

308 

上海經驗 

有 

無 

個數 

4.6% 

95.5% 

308 

共青團經驗 

有 

無 

個數 

16.6% 

83.4% 

308 

入黨年齡 

平均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個數 

25.2 

14.3 

46.3 

301 

局級工作時間 

平均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個數 

3.24 

0 

16.6 

30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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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te Promotion of the CCP und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 Notion of 

Successor Cultivation 

Hsin-Hao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up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bility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nature of CCP’s cadre appointment system by depicting the 

pattern of elite promotion. Deriving from the current political context that is 

being institutionalized, the paper proposes a notion of successor cultivation 

combining the two aspects—early selection and capability tes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ite mobility, the age for being selected and work 

arrangement/transfer would be a battery of representations under this noti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C members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15
th

 to 17
th

 Party Congresses, and the author confirms how 

the two parts of successor cultivation can explain the outcomes of elite 

promotion. Following the notion of successor cultivation,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several candidates for leadership promotion at the CCP’s 18
th

 Party 

Congress in 2012.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lite promotion, successor cultivation,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5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6 卷 第 1 期 民國 102 年 3 月 

 

參 考 文 獻  

「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http://ics.nccu.edu.tw/ 

chinaleaders/index.htm。 

大事件編輯部，十八大政治局之選（香港：明鏡出版社，2011年）。 

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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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林挺進，「中國地級市市長職位升遷的經濟邏輯分析」，馬駿、侯一麟主編，公共管理

研究（第 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 45~68。 

徐觀詳、王賢彬、舒元，「地方官員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長、省委書記交流的證

據」，經濟研究，2007年第 9期，頁 18~31。 

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演變的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年 6月），頁 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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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健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1987 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政治科學論

叢，2010年第 45期，頁 1~36。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台北：五南出版

社，2010年）。 

陳陸輝、陳德昇、陳奕伶，「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中

國大陸研究，第 55卷第 1期（2012年 3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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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卷第 4 期

（2007年 12月），頁 53~61。 

黃信豪，「有限活化：中國黨國體制下的菁英流動，1978-2008」，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

系博士論文（2008年）。 

黃信豪，「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考察」，中國大陸研

究，第 53卷第 4期（2010年 12月），頁 1~33。 

黃信豪，「晉升，還是離退？中共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分析」，台灣政治學

刊，第 13卷第 1期（2009年 6月），頁 161~224。 

趙建民、張鈞智，「菁英循環與再生？十二大以來中共技術官僚的發展趨勢」，中國大

陸研究，第 49卷第 2期（2006年 6月），頁 69~97。 

劉思揚、孫承彬、劉剛，「為了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

產生紀實」，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 

6931498.htm。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Bo, Zhiyue,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制度化下的中共菁英晉升：接班人栽培的觀點   59 

 

1949（Armonk, NY: M.E. Sharpe, Inc, 2002）. 

Chen, Ye, Hongbin Li and Li-An Zhou,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 Economics Letters, Vol. 88, No. 3（September 2005）, 

pp. 421~425. 

Dittmer, Lowell,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October 1978）, pp. 26~60. 

Fewsmith, Joseph, Elit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 NY: M.E. Sharpe, 

2001）.  

Higley, John and Michael G. Burton, Elite Foundat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Landry, Pierre F.,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Lee, Hong Yung,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Li, Cheng,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July 1994）, pp. 1~30. 

Li, Cheng, “The ‘Shanghai Gang’: Force for Stability or Cause for Conflic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clm2_CL.pdf. 

Li, Cheng, “After Hu, Who? 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Await Promoti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January 2002）, pp. 1~20.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4（April 1988）, pp. 

371~399.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8, No. 3（March 1998）, pp. 231~264. 

Li, Hongbin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No. 9-10

（September 2005）, pp. 1743~1762. 

Li, Wei and Lucian W. Pye,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132（December 1992）, pp. 913~936. 

Miller, Alice, “The 18
th
 Central Committee Politburo: A Quixotic, Foolhardy, Rashly Speculative, 

but Nonetheless Ruthlessly Reasoned Projecti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ttp://media. 

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LM33AM.pdf.  

Miller, Alice,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under Hu Jintao,”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ttp://media.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LM35AM.pdf. 

Putnam, Robert 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Englewood Cliffs, NJ: 



60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6 卷 第 1 期 民國 102 年 3 月 

 

Prentice-Hall, Inc, 1976）. 

Scalapino, Robert A.,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n Socialist Societies,” in 

Robert A. Scalapino, Seizaburo Sato and Jusuf Wanandi eds., As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p. 59~94. 

Seligman, Lester G.,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6, No. 3（August 1964）, pp. 612~626. 

Teiwes, Frederick C.,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Vol. 45（January 2001）, pp. 69~82. 

Tsou, Tang,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 in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5（March 1976）, pp. 98~119. 

Turner, Ralph H.,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5, No. 6（December 1960）, pp. 855~867. 

Unger, Jonathan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Zang, Xiaowei,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New York: Taylor & 

Fransic, 2004）.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1.30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9063106360020063906440649002006270644063406270634062900200648064506460020062E06440627064400200631063306270626064400200627064406280631064A062F002006270644062506440643062A063106480646064A00200648064506460020062E064406270644002006350641062D0627062A0020062706440648064A0628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6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f043e043a0430043704320430043d04350020043d043000200435043a04400430043d0430002c00200435043b0435043a04420440043e043d043d04300020043f043e044904300020043800200418043d044204350440043d04350442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c4f5e55663e793a3001901a8fc775355b5090ae4ef653d190014ee553ca901a8fc756e072797f5153d1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7a006f006200720061007a006f007600e1006e00ed0020006e00610020006f006200720061007a006f007600630065002c00200070006f007300ed006c00e1006e00ed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65006d00200061002000700072006f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3006b00e60072006d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c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0006f0067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640069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20069006c006400730063006800690072006d0061006e007a0065006900670065002c00200045002d004d00610069006c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400610073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00073006f006c006c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5006e002000700061006e00740061006c006c0061002c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f00200065006c006500630074007200f3006e00690063006f0020006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730065006c006c00690073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c0020006d0069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76006100640020006b00f500690067006500200070006100720065006d0069006e006900200065006b007200610061006e0069006c0020006b007500760061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690067006100200073006100610074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0006a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900730020006100760061006c00640061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7300740069006e00e90073002000e0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c002000e0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10066006600690063006800e90073002000e00020006c002700e9006300720061006e002000650074002000e0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5006e0076006f007900e9007300200070006100720020006d00650073007300610067006500720069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b103c103bf03c503c303af03b103c303b7002003c303c403b703bd002003bf03b803cc03bd03b7002c002003b303b903b1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c002003ba03b103b9002003b303b903b1002003c403bf0020039403b903b1002d03b403af03ba03c403c503bf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EA05E605D505D205EA002005DE05E105DA002C002005D305D505D005E8002005D005DC05E705D805E805D505E005D9002005D505D405D005D905E005D805E805E005D8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FEFF005a00610020007300740076006100720061006e006a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61007400610020006e0061006a0070006f0067006f0064006e0069006a006900680020007a00610020007000720069006b0061007a0020006e00610020007a00610073006c006f006e0075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1610074006900200069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50020006b006f00720069007300740069007400650020006f0076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10076006b0065002e002000200053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6d006f00670075002000730065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074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90020006b00610073006e0069006a0069006d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6a0061006d0061002e>
    /HUN <FEFF00410020006b00e9007000650072006e00790151006e0020006d00650067006a0065006c0065006e00ed007400e9007300680065007a002c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000fc007a0065006e006500740065006b00620065006e002000e900730020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5006e0020006800610073007a006e00e1006c00610074006e0061006b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c0061002000760069007300750061006c0069007a007a0061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730075002000730063006800650072006d006f002c0020006c006100200070006f00730074006100200065006c0065007400740072006f006e0069006300610020006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753b97624e0a3067306e8868793a3001307e305f306f96fb5b5030e130fc30eb308430a430f330bf30fc30cd30c330c87d4c7531306790014fe13059308b305f30813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92884c306a308f305a300130d530a130a430eb30b530a430ba306f67005c0f9650306b306a308a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d654ba740020d45cc2dc002c0020c804c7900020ba54c77c002c0020c778d130b137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72006f006400790074006900200065006b00720061006e0065002c00200065006c002e0020007000610161007400750069002000610072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7201010064012b01610061006e0061006900200065006b00720101006e0101002c00200065002d00700061007300740061006d00200075006e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1006d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weergave op een beeldscherm, e-mail en interne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6.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73006b006a00650072006d007600690073006e0069006e0067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20006f0067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15b0077006900650074006c0061006e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5006b00720061006e00690065002c0020007700790073007901420061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63007a0074010500200065006c0065006b00740072006f006e00690063007a006e01050020006f00720061007a00200064006c0061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75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5007800690062006900e700e3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5006c0061002c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7300200065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660069015f006100720065006100200070006500200065006300720061006e002c0020007400720069006d006900740065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9006e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20015f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4d043a04400430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40043e0441043c043e044204400430002c0020043f0435044004350441044b043b043a04380020043f043e0020044d043b0435043a04420440043e043d043d043e04390020043f043e044704420435002004380020044004300437043c043504490435043d0438044f0020043200200418043d044204350440043d043504420435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7a006f006200720061007a006f00760061006e006900650020006e00610020006f006200720061007a006f0076006b0065002c00200070006f007300690065006c0061006e0069006500200065002d006d00610069006c006f006d002000610020006e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7000720069006b0061007a0020006e00610020007a00610073006c006f006e0075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1610074006f00200069006e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6e00e40079007400f60073007400e40020006c0075006b0065006d0069007300650065006e002c0020007300e40068006b00f60070006f0073007400690069006e0020006a0061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690069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f006900740065007400740075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61007400740020007600690073006100730020007000e500200073006b00e40072006d002c00200069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7000e50020004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45006b00720061006e002000fc0073007400fc0020006700f6007200fc006e00fc006d00fc002c00200065002d0070006f00730074006100200076006500200069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74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5006e0020007500790067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f0435044004350433043b044f043404430020043700200435043a04400430043d044300200442043000200406043d044204350440043d04350442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on-screen display, e-mail, and the Internet.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6.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RGB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