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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緣起與成立
臺灣民主轉型成功，不僅是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值得驕傲的歷史性成就，更是
國際社會讚賞的焦點。此一轉型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爭自
由、爭人權的過程。這段歷史見證吾人追求民主、人權之過程。
基此，為積極鞏固我國民主與人權進步實績、回饋國際對我長期的堅定支持與協
助，同時藉由參與全球民主力量網路的聯繫，促進我國參與全球民主政黨及相關組織
之活動，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之設立理念於焉成型。
外交部自2002年即積極推動籌設，經過長期資料蒐整及審慎評估後，結合我國
產、官、學及民間等各方面人力、經驗與資金，在朝野各政黨之支持下，於2003年元
月獲立法院審查通過預算。2003年6月17日，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在召開首屆董
事暨監察人會議後正式成立，立法院王院長金平獲推舉擔任首屆董事長。依照章程規
定，十五位董事分別依照比例，由來自政府、政黨、學界、非政府組織，以及企業界
的代表出任。

宗

旨

做為亞洲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基本理念
是在全民共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永續經營、具遠景並運作透明化的超黨派機構，透
過凝聚政黨、民間組織力量，共同為擴大臺灣參與全球民主接軌及鞏固民主實績而努
力。
依照章程，基金會設立宗旨包括：
■

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構合作夥伴關係，
並與國際民主力量接軌，有效凝集世界民主力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

支持亞洲及世界各地之民主化，與全球各地民主領袖建立密切合作及聯繫網絡，
並致力推動全球民主發展。

■

透過全球學術界、智庫、國會、政黨等管道推動民主教育及國際交流，提升臺灣
民主素質，鞏固民主發展。

工作方向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係由政府贊助設立，惟仍屬獨立運作的、超黨派的組
織，依據章程，基金會得接受國內外民間捐款。基金會三分之一預算保留作為各主要
政黨申請從事國內、外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其餘三分之二則作為推動各項業務之
經費。
本會業務推動範圍包括：
■

推動與世界各國民主組織建立結盟關係。

■

支持國內外學術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活動。

■

支援國內各政黨從事國會外交及國際民主交流活動。

■

發掘國內外民主發展問題、研發政策並發行書刊。

■

推動有關民主、人權之研討會，舉辦公共論壇及相關民主教育活動。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Background

Taiwan’s peaceful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 for its
twenty-three million people, but a landmark in the worldwide spread of democracy. Only after years
of struggle and effort could this transformation take place. We must never forget this history, for
it shapes the cornerstone of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inter-related, two-tracked mission in mind.
Domestically, the TFD strives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 and
fortifying it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ly, the Foundation hopes to become a strong
link in the world’s democratic network, joining forces with related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years, Taiwan has received valuable long-term assistance and stalwart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t is now time to repay that community for all of its effort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itiated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roject in
2002. After much research and careful evaluation, the Ministry integrated the required resources
from many sectors of society. In January 2003, the Ministry obtained the support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 to pass the budget for the Found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The TFD formally came into being
on June 17, 2003, with its 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and Supervisory Board. At that
meeting, Legislative Yuan President Wang Jin-pyng was elected its first chairman.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TFD is governed by a total of fifteen trustees and five supervisors, representing political
parties, the government, academ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Mission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TFD) is the first democracy assistance foundation
to be established in Asia, and is devoted to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and abroad. Its primary concerns are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promote
democracy in Asia,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democratic network.
The TFD will put its ideals into practice through farsighted, transparent, and non-partisan
management. Building on the strength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the TFD will enable
Taiwan to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worldwid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Foundation’s mission is as follows:
■

■

■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democracy around the globe and exp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Support democratization in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establish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leaders of the world’s democracies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political parties, think tank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Elevate Taiwan’s democracy and further consolidate i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education in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mong academic circles, think tanks,
parlia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from the world over.

Our Tasks

The primacy source of funding for the TFD is the government. However, it is independently
incorporated, non-partisan, and non-profit.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Foundation may accep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onations. One-third of its budget is reserved for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supporting their own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itiativ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mission of the
TFD. The remaining budget is used for the TFD core activities, including:
■
■

■
■
■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ed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ing actively in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democracy and supporting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Supporting democracy promotion activities of NGO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Promoting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olding seminars, workshops, conferenc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臺灣民主基金會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本出版品係由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負責出版。
臺灣民主基金會是一個獨立、非營利的機構，其宗
旨在促進臺灣以及全球民主、人權的研究與發展。
臺灣民主基金會成立於2003年，是亞洲第一個國家
級民主基金會，未來基金會志在與其他民主國家合
作，促進全球新一波的民主化。
This is a publication of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TFD). The TFD is an independent,
non-profit foundation dedicated 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and abroad. Founded in 2003, the TFD is the first
democracy assistance foundation established in Asia.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the vision of working
together with other democracies, to advance a new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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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編的話
中國大陸與臺灣隔著海峽相望，同受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影響，再加上在語
言上的相似性，讓兩岸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層面上皆有著獨特的連結關
係。儘管目前內部政治體制相異且在民主發展的道路上面臨不同的挑戰，但在
基層與地方治理上定有值得相互學習借鏡之處，以彼此的經驗減少試錯所付出
的政治與社會成本，讓兩岸各自在地方上有更完善的發展與實踐。
本期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延續創刊號的模式，共收錄四篇研
究論文摘要，從公民社會與政府關係、社會創業環境以及地方勞工問題等面
向，探討中國大陸與臺灣在地方治理上的經驗。第一篇係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
學院政治學系蘇毓淞副教授，以及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孟天廣博士
後研究員所共同發表的〈公民社會與全球氣候變化政策—一項基於北京的政治
實驗〉，透過實驗性調查，結果得出北京市民相較公民社會的介入，更偏好由
專業的中央政府官員代表談判。
第二篇論文〈社會創業觀點下文創創業之可行商業模式探索性研究〉，係
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吳淑玲助理教授，以及國立高雄大
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楊詠凱助理教授所共同發表，兩位作者透過個案研究，發
現社會上企業與文創工作者相互合作的環境已慢慢形成，未來有機會為彼此創
造更多的資源與機會。
第三篇論文〈服從上級還是回應公民？公民意見與地方財政決策—基於調
三篇論文〈服從上級還是回應公民？公民意見與地方財政決策—基於調
篇論文〈服從上級還是回應公民？公民意見與地方財政決策—基於調
查實驗的證據〉，係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孟天廣博士後研究員所
發表，本文認為即便威權國家亦能在特定政策領域有效回應公民意見；中國政
府即有效回應公民對經濟發展的偏好，然而在民生福利的偏好上卻未能有效回
應。
第四篇論文〈全球化經濟下臺灣原住民經濟的發展與困境—以梨山茶區為
例〉，係由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趙浩宏碩士生，以及國立中正大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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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學系呂建德副教授共同發表，透過對仁愛鄉原民部落場域的長期觀察，
嘗試真實呈現出逃逸外勞對部落的衝擊，也為未來的政策制定提供可能的解決
方案。
此外，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王欽博士生對於Sungmoon Kim所撰著的
〈 To Become a Confucian Democratic Citizen: Against Meritocratic Elitism〉一文
作評論，透過不同儒學家的觀點相互對照，多元反思與探討儒家民主在當代民
主社會中的適用性。
最後，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王鑫與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
吳心喆，對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所主編
的《毛澤東的無形之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基礎》
的無形之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基礎》
無形之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基礎》（Mao’s
（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一書提供本期書評。
王鑫與吳心喆認為本書跳脫過去以政經制度檢視中國的侷限，而是以回溯的方
式探究中國的革命傳統如毛時代的游擊隊傳統（Guerrilla style），以解釋當代
中國在政治上的適應性與靈活度，並對於現況提供經的起驗證的論述，然而未
來能否繼續適用仍需要待時間檢證。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第二期得以順利出刊，感謝財團法人臺
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黃德福教授的全力支持。其次感謝各位學界先進投稿、分
享研究成果，也感謝中國大陸學界提供相關的學術資訊作交流分享。兩岸基層
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期待未來能夠獲得更多國內外學術先進與同好之支持
與響應，一同為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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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全球氣候變化政策
—一項基於北京的政治實驗
蘇毓淞、孟天廣
北京清華大學

摘

要

全球氣候變化治理在二十一世紀開始遭遇失敗。失敗的原因眾多紛紜，西
方學者提出引入公民社會參與氣候變化談判，會增進進談判的過程和結果。本
文企圖驗證這個論點，在北京進行一項政治實驗，實驗結果顯示北京市民對於
公民社會介入氣候變化談判保持質疑的態度，比較來看，他們更偏好政府官員
參與談判。

壹、大氣治理的難題
1980年代科學家們發現臭氧層出現破洞，隨即全球各國在1990年代制定了
《蒙特婁議定書》，限制使用造成臭氧破洞主因的氟氯化合物（CFCs），經過
二十年的努力，近來，美國兩位科學家發現，2060年臭氧層的濃度會回歸到工
業革命前的水準，臭氧層破洞問題成功的被解決了。同樣的努力，卻沒有在全
球氣候變暖治理上得到顯著地成效，1990年代，科學家們注意到了全球氣候
異常，平均氣溫上升，造成氣候變暖的主因是燃燒石化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蘇毓淞�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天健量化研究中心（籌）中心主任、博
士生導師。
孟天廣 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博士後、天健量化研究中心（籌）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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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和硫化物，於是全球各國制定了仿效《蒙特婁議定書》，制定了《京
都議定書》，限制各國的碳排放，然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所見到的是碳排
放大國美國（2001年）和加拿大（2011年）相繼撤出對《京都議定書》的承
諾，各國碳減排多數未能達標，全球氣候變暖依舊，各地異常氣候發生層出不
窮，究竟為什麼在有臭氧層治理這個成功的先例下，氣候變化治理卻以失敗收
尾？
學者們歸納出氣候變化治理失敗的三個原因：
一、目前尚無便宜可量產的石化燃料替代品，並且開發新能源的成本太
高。
二、碳減排的代價往往是犧牲經濟成長換來。
三、參與氣候變暖的國家眾多，難以達成共識，各國談判代表有合法性危
、參與氣候變暖的國家眾多，難以達成共識，各國談判代表有合法性危
機。
前面兩點，主要涉及治理氣候變暖成本過高的問題，發達國家不願投入開
發新能源，擔心其他開發中和未開發中國家有搭便車（free riding）的問題；而
且開發中國家更不願意犧牲自身經濟成長，來替排放大國的發達國家共同承擔
碳減排的責任，畢竟目前大氣污染的情況是發達國家在過去長期污染造成，所
以氣候變化治理問題變成典型的「南北對抗」問題，自然就不容易收到成效。
除此之外，氣候變化治理不同於臭氧層破洞治理，參與談判的國家多出三倍有
餘，人多嘴雜，共識自然不容易達成，即便共識達成，不論各國對於碳減排的
承諾為何，它們仍需要面對本國公民的問責，但是氣候變化談判往往在離國
境遙遠的地方舉行，談判過程未能完全透明，談判代表們能否代表本國公民利
益，代表們是否具備解決氣候變化的專業知識等等問題，都使得氣候變化談判
有著合法性的危機。
本文並不企圖同時解決以上三個難題，僅僅聚焦於如何解決國家在處理氣
候變化談判時遭遇的合法性危機，關於這點，西方學者建議談判要適度引入公
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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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民社會與全球氣候變化政策
公民社會介入全球治理框架在1990年間大幅增加，但它們的參與卻也不
是空前的（Charnovitz, 1997）。它主要有五大功能：（1）資訊收集與散佈；
（2）政策發展諮商；（3）推動政策；（4）評估和監督；（5）宣導環境正義
（Gemmil and Bamidele-Izu, 2002:97）。但是學界對公民社會介入氣候談判的評
估好壞參半。

公民社會介入談判的優勢
一、公民社會的介入會提高談判的透明度，讓民眾知道國家談判代表在談
判時的立場、政策選擇和採用策略有哪些（Scholte, 2004; Grigorescu,
2007）。
二、公民社會的介入會提高談判的代表性，替國內在經濟和社會上被邊緣
化群體發聲（Princen and Finger, 1994; Keck and Skikkink, 1998），也
可以替一些官僚能力低下的窮國增加談判能力（Arts, 1998; Betzold,
2010）。
三、公民社會的介入可以增加談判代表的專業知識，對政府來說，這是本
輕利厚的選擇（Breitmeier, 2008; Charnovitz, 1997）。

公民社會介入談判的疑慮
一、公民社會的介入會扭曲政策立意，因為公民社會的組成通常是特
殊利益團體，它們所代表的是少數人、狹隘的利益（Scholte, 2001;
Keohane et al., 2009）。
二、公民社會的介入會拖延談判的進程，因為它在既有以國家為主體的
談判架構上，又加上了更多不屬於國家的談判組織（Bernstein, 2005;
Steffek and Ferretti, 2009），更甚者，公民社會為了達成他們的目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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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會對於談判的透明性與問責性，與政府達成妥協（Gough and
Shackley, 2001; Zürn 2004; Piewitt et al. 2010）。
三、公民社會的成員同樣不具合法性地位，它們不是透過選舉等合法程式
產生，所以無法對其行為問責，因此它們可能會如同國家代表常常被
詬病的，行為上背離廣大群眾（Steffek and Hahn, 2011）。

參、中國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的定義在學界莫衷一是，其屬性和定義取決於它所包含的成員。
基本來說，公民社會是公眾從事公共社會生活，而非政府的活動的領域。公民
社會可以是一個群體、組織和機構，透過意見、活動和訴求，把共同的利益傳
達給政府知曉。它們的聚集和行為通常是志願的與非營利性質的。因此，公民
社會一詞通常與非政府組織和非盈利組織互為同義詞。商業和企業組織通常不
包含在公民社會裡頭，除了它們通常有很強的營利性之外，它們也常常透過一
些非正式和正式遊說管道來影響政策。不過，本文將這類組織也納入公民社會
（私企協會），主要是強調它們非政府的特質。
中國的公民社會仍然在發芽啟蒙的階段。在西方理論引進中國之前，公民
社會一詞甚至不存在與中國語境中。近年來，公民社會一詞隨著時代及社會不
斷在中國演進，常常被等同於市民社會、民間組織和非政府機構，主要強調它
不與政府掛鉤和不受政府干預。然而，中國的公民社會卻是不完全獨立於政府
之外的。其原因如下述四點（俞可平，2006, 2007）：第一、根據若干中國政府
規定，任何民間組織必須在政府註冊，並掛靠在黨或政府機關底下；第二、目
前多數的民間組織都是由政府設立的；第三、這些民間組織的領導也大多有黨
或政府官員擔任；第四、多數民間組織的經是從政府財政預算劃分支援。簡單
來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不獨立與政府，其成員非全來自民間，也非全是市民。
此次我們的調查中，我們使用了「政府之外的組織」一詞，希望將受訪者

Vol. 1, No. 2 / June 2014

公民社會與全球氣候變化政策 5

的關注聚焦於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的特性上，在我們的預調查中發現，如果我們
使用公民社會、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等詞彙，受訪者會立刻指出這些組織並
非完全非政府的，但是使用「政府之外的組織」一詞，他們會在交談中頻繁使
用「非政府組織」一詞來代替「政府之外的組織」
「政府之外的組織」
政府之外的組織」
」，足以見得民眾對於我們使
用「政府之外的組織」的用意非常瞭解。
「政府之外的組織」的用意非常瞭解。
政府之外的組織」的用意非常瞭解。
」的用意非常瞭解。
的用意非常瞭解。

肆、研究設計
本文探討的研究問題是具有強烈因果關係的：公民社會介入氣候變化談判
是否會帶來民眾對於談判的過程和結果正面的評價？我們使用了實驗式調查，
調查採隨機抽樣1,000位民眾，測量北京市民對於這個議題的意見。我們之所以
選擇北京進行實驗，原因如下：
第一、北京如同中國其他幾個大都會一樣，都是以空氣污染而著稱，因
此，北京市民對於他們的天空經常被霧霾等污染物籠罩著早是深惡痛絕，自
2012年起，北京市政府開始公佈空氣微粒子指數PM2.5以來，北京市民更可以
直觀的瞭解到他們所生活的空氣有多糟。更甚者，2013年上半年，北京6成的
天數空氣清潔度不達標，PM2.5指數超過200。造成空氣微粒子增多的主因，與
大氣變暖主因一樣，都是來自機動車和工廠的排放物。在這樣惡劣的環境生活
著，北京市民對於大氣變化應該不是完全無感的群體。第二、北京市除了是中
國大學最密集的都市，她也是中國的首都，所以我們可以理所當然的認為，住
在北京市的市民除了知識水準較高外，對於政治感興趣的程度也會比較高。綜
上兩點，我們應該可以在北京測量到更強而且有效的實驗效用，然而即便是實
驗效用可能因此偏大，不過因為我們關心的是有無實驗效用，所以這樣的誤差
並無不妥。
我們在這次調查進行了兩類實驗，實驗設計如圖一。實驗一隨機將受訪
人分配到不同的三個實驗設定中，在A組，受訪人僅僅閱讀氣候變化的背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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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目前在全球治理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採取的策略有哪些，以及中國如何
積極參與全球氣候變化談判；在B組，除了閱讀與A組一樣的資訊外，我們另
外加入了一些關於中國談判代表在參與談判過程中所應具備的條件，讓受訪者
閱讀後，瞭解如此才能保證談判結果是有效的，對中國是有利的；在C組，我
們同樣讓受訪人閱讀與A組一樣的資訊，但不同於B組的，我們加入讓受訪者
對閱讀的是，關於談判應該如何進行，才能保障不同群體的利益和確保談判的
資訊完全透明。A組相對於B、C兩組而言是實驗一的控制組，在B、C兩組加
入的額外資訊是實驗中的干預變數。A、B、C三組的受訪者在閱讀完資訊後，
會被要求對於六個參與氣候變化談判的組織成員，依照其偏好排序，1代表最
喜歡，6則代表最不受青睞。六個組織中，三個是政府機構，三個是政府之外
的組織，詳細組織名稱如表一。另外，我們追問受訪人，如果一定要剔除一個
組織成員，他們的選擇為何，原因為何。

圖一

兩類實驗的設計

實驗二則調查受訪者對於代表團組成的政策改變後，是否會對於談判的過
程和結果的評價會有改觀，我們分別在提示受訪人政策改變前和改變後，請他
們對談判的四個要素做出評估，四個問題如表二所列。D組的受訪人被告知原
先參與氣候談判的代表都來自政府機構，他們做出評估後，我們再告知他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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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調查中提及的六個組織

簡稱

組織名稱

政府之外的組織
ENGO

環保團體

BNGO

私企協會

SNGO

頂尖高校的科研機構

政府機構
EPGO

環境保護部

FAGO

外交部

DRGO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策改變，從下一輪談判開始，將有「政府之外的組織」代表參與其中，然後請
他們再做一次評估。E組的受訪人則首先被告知談判代表中，分別有來自政府
機構和「政府之外的組織」的成員，請他們對談判做出評估，接下來，我們告
「政府之外的組織」的成員，請他們對談判做出評估，接下來，我們告
政府之外的組織」的成員，請他們對談判做出評估，接下來，我們告
」的成員，請他們對談判做出評估，接下來，我們告
的成員，請他們對談判做出評估，接下來，我們告
知他們，從下一輪談判開始，談判代表組成將不再包含「政府之外的組織」的
「政府之外的組織」的
政府之外的組織」的
」的
的
成員，請他們對於政策改變後的談判做出評估。

表二
談判的要素

實驗二中，四個請受訪者評估談判過程和結果的四個主要問題
問卷題目

透明性

您是否認為中國公眾能夠獲得有關全球變暖談判的確切資訊？

代表性

您是否認為中國公眾對全球變暖及其應對策略的不同意見將在國際談判
中被充分地表達？

談判技巧

您是否認為中國代表成員是否具備在全球變暖談判中維護中國利益的專
業技能？

專業知識

您是否認為中國代表成員是否具備充足的專業技能，從而有助於達成有
效應對全球變暖的國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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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結果
實驗一：對公民社會的偏好
圖二描繪了受訪人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組織。白色長條是控制組A的結
果，深灰色是實驗組B的結果，淺灰色是實驗組C的結果。在控制組A的設定
下，受訪人沒有閱讀其他關於好且成功的談判資訊，43%的受訪人選擇環保部
為最喜歡的組織，其次受青睞的是環保團體，占34%。在實驗組B的設定下，
受訪人額外閱讀了如何增進談判過程的資訊後，喜歡環保部的受訪人比重略增
至52%，但是喜歡環保團體的受訪人比重較組A少了一半，外交部異軍突起，
有15%的受訪人選擇了它。在實驗組C的設定下，受訪人額外閱讀了如何增進
談判結果的資訊後，喜歡環保部的受訪人比重增加至56%，喜歡環保團體的
受訪人比重小幅降至25%。在受訪人最不喜歡的組織方面，在控制組A的設定
下，私企協會和發改委各有4成和3成的受訪人選擇不喜歡這兩個組織，外交部
和科研機構也各有約2成的受訪人選擇。在實驗組B的設定下，受訪人幾乎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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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倒的選擇私企協會，超過5成的受訪人不甚喜歡私企協會成員在談判代表團
內，另外也有接近2成的民眾在組B中，選擇了發改委。在實驗組C的設定下，
結果和控制組B很接近，最不受青睞的兩個組織分別是私企協會和發改委。總
得來看，民眾喜愛政府機構成員更甚于「政府之外的組織」成員作為談判代
表。
圖三呈現了實驗組D和實驗組E的結果。在實驗組D的設定下，公民社會
三呈現了實驗組D和實驗組E的結果。在實驗組D的設定下，公民社會
呈現了實驗組D和實驗組E的結果。在實驗組D的設定下，公民社會
是後來加入談判代表團內的，這樣的改變，受訪人認為可以提高談判的透明
度、代表性和談判技巧，但是對於談判代表團的專業知識則不會有影響。在實
驗組E的設定下，公民社會原先在代表團中，後來被排除在外，這樣的改變，
受訪人認為會降低談判技巧，但是對於談判的透明度、代表性和專業知識則不
會有影響。

圖三

現況改變時，受訪人對於談判評估的變化

陸、結論
我們在北京從事的氣候變化政治實驗得到的結論是，受訪人部分認可了公
民社會可能在其中產生正面的作用，作為氣候談判代表，民眾更信賴（偏好）
政府組織成員。公民社會介入談判會提高談判的透明度、代表性和談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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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排除它們卻也不會傷害談判的透明度、代表性和專業知識。
總的來看，這樣的結果是矛盾的，但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民眾對於氣候談判
這等國家大事，還是認為應該委任政府處理，這與以往類似的調查不謀而合，
中國民眾對於中央政府的能力給予高度的肯定。一般民眾對於公民社會可能帶
來實質的影響是存疑的，所以反映在調查中，公民社會也較不受民眾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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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行商業模式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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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奠基於文創產業中微型創業之困境，本文採多個案研究的方式，分別以大
型企業創立與文創產業發展具關聯性的非營利基金會：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
會與Motherhouse，以提供就業機會而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為研究對象。本研究
從Osterwalder的商業模式觀點出發，提出以社會創業為導向的組織之三階段模
式：「理念與核心價值建立」、「資源整合與運用」與「永續經營」。並發現組
織投入社會創業後的發展過程並非線性的，而是存在著彼此回饋與修正的互動
關係，其中「價值主張」、「關鍵資源」及「風險管理」三因子是決定組織營
運是否能從前一個階段進入到另一個階段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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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行政院於2009年開始陸續推動的六大新興產業，發現台灣目前大部分的產
業發展均與文創產業有直接或間接的連結，過去涇渭分明的產業疆界，於文創
產業之推廣後，出現了跨界與匯流的新產業趨勢。惟在台灣文化創意發展的過
程中，「文化產業化」抑或「產業文化化」的爭論始終未能止息，其根本原因
在於文化或藝術之存在往往具有抽象、主觀及感召教化之獨立性與崇高性，其
價值往往難以利潤基礎衡量之，因此，一旦要將文化予以創意的方式達到經濟
效益，將文化與商業放在一起考量時，便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衝突性（吳淑玲，
2010）。
若從產業發展的觀點來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面臨最大的挑戰在於如
何把文化的價值實質地轉化為商業利潤，目前在產業界已出現由企業資助的非
營利型基金會，結合企業與政府資源，而建立起文創工作者能與產業或民眾直
接對話的創業平台，或由營利型的企業以提供就業機會或建構美善的創業環境
為前提的經營模式，均可作為提供協助文創工作者的經營模式之參考。

貳、理論視野
一、社會創業
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此一概念源自於十九世紀慈善事業家
對於員工教育、文化及工作福利的重視，而此任務往往由社區企業、慈善機構
及教會等自發性社會參與的非營利機構所達成，即所謂的「第三部門」。現存
文獻中社會創業的研究方向主要分為：以個別社會企業或企業中的部分營運部
門，在進行社會參與發展時的過程及所運用的資源探討（Dorado, 2006; Light,
2009; Mair and Marti, 2006; Martin and Osberg, 2007; Zahra et al. 2009），另一類
則以企業的社會使命及結果論為主的探討（Kague, 2009）。社會創業型企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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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價值異於傳統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之價值，因為企業投入社會創業的主
要動機在於企業期能以創意方法使用資源以滿足企業本身的需求，而主動促發
了社會創新及變革，此種效益是一般的慈善或社福機構所無法獲得的（Shaw,
2004）。
鑑於企業社會價值的創造與經濟價值的創造具有緊密的關聯性，即，企
業的獲利機制不可能獨立於社會之整體發展與社會運動之外（Mair & Marti,
2006; Perrini, 2006）。自2003年便有研究將社會創業應用於音樂產業的關係行
銷中進行討論，而提出了文化創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Wilson & Stokes,
2003），後續研究更進一步試圖以文化創業的觀點以找出文化 / 藝術工作者與
商業機制接軌的可能性（Ellmeier, 2003; Swedberg, 2006）。

二、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於1957年年首次出現在期刊文章中，到了1990年末期起，商
業模式開始被許多學者廣泛的討論（Osterwalder et al., 2004,2005）。商業模式
是企業經營的商業邏輯與營收概念的具體體現，亦即，商業模式是解釋企業如
何運作的故事。Lumpkin & Dess（2004）主張商業模式是解釋企業如何在競爭
的環境中創造價值並賺取利潤的一種方法或是一組假設。學者Venkatraman and
Henderson（1998）及Timmers（1998）則認為商業模式應為一個整合服務、產
品、資訊流通的架構，可分為三個構面：（1）一個整合服務、產品、資訊流通
的架構，並包含描寫了各種企業利害關係人的角色；（2）描寫了各種企業利
害關係人的潛在獲利基礎在哪？（3）描寫企業的收益來源。Timmers（2000）
的研究指出經營模式可以視為是一種由企業產品流（服務流）、資金流和資訊
流所構成的一個價值創造系統，而此一系統包括了價值、規模、收入來源、定
價、關聯活動、整合營運、能力以及永續性。
在企業獲利機制的研究中發現，企業於經濟價值的創造與社會價值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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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密不可分的（Mair and Marti, 2006; Zahra et. Al, 2009），由企業發展進程中，
傳統的（conventional）、體制的（institutional）、文化的（cultural）及社會的
（social）企業之比較，便可看到在社會企業中，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是相輔
相成的，而目前企業對的社會參與已從早期的社會責任進入到社會創業的層面
（Dacin, Dacin and Matear, 2010）。

參、研究方法步驟與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別選擇二家具有社會實踐與關懷企業理念與價值主張，且在運作
的過程中業已產生創新性的社會價值創造活動的組織，同時，為了了解在非營
利與營利之不同目標取向下，是否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實踐考量與機制，因而在
所選擇的二家研究個案中，一家個案為由私人企業支持的非營利基金會，而另
一家則為營利型企業，此二個案均隸屬於文化創意產業範疇。

二、資料蒐集
資料的收集將以深度訪談為主，Yin（1994）認為訪談是個案研究最重要
的資訊來源，可分為開放式訪談與焦點式訪談，本研究採序列式與回溯式的多
個案研究方式，訪談題項將採非結構式開放問項設計。除了針對組織之負責人
進行訪談外，亦會針對組織中參與企劃與執行的2名重要幹部進行訪談，同時
輔以各種公開的資訊。而由研究者會親自參與組織所舉辦的各項關鍵性活動以
進行實地觀察。

三、資料分析
個案公司根據結構化訪談內容，以開放編碼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第一步
驟係針對逐字稿內容進行段落區隔，判別出實際現象的主要意涵，分別進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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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編碼或是開放編碼。第二步驟則是根據相關理論背景，進行編碼後資料的分
類，並提取出主要類別變項。第三步驟則進行歸納與分析，根據分類資料萃取
主要概念，包含組織目標與理念、社會資源、組織資源、創新價值等，逐步探
索其社會價值的實現過程與社會企業創業模式。

肆、分析與討論
一、研究個案描述
個案一：忠泰藝術文化基金會
忠泰建設公司是臺灣一家以豪宅建案聞名的企業，成立於1998年，其領導
者李彥良雖然本身主修經濟，也大量地與藝術家與設計師接觸，進而發掘了他
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忠泰藝術文化基金會於2007年成立，基金會旨於推廣前衛
或具前瞻性的藝術、生活理念，基金會目前約有12位員工，由李彥良擔任基金
會執行長。2009年，忠泰建設把位於城中區的建案動工前的閒置空間，租借予
一些較具獨立批判精神的藝術家，希冀能協助這些藝術家以解決無法取得資源
的窘境，同時也能達到企業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效益，而誕生了忠泰的第一個企
業實際參與社會的實際案例--城中藝術區，可惜，這個藝企合作的案例最終因
為進駐的藝術家與忠泰建設之信任機制破裂而以失敗收場。2011 年基金會協助
政府經營聚盛里的國有閒置空間，建構出中山創意基地中的設計聚落，成為臺
灣設計產業之中小型工作室團隊的育成基地。

個案二：Motherhouse
Motherhouse由日本人山口繪理子於2006年成立於日本。為一以解決社
會問題而創業的一家企業，當她在孟加拉就讀研究所時，她體認到當地許多
代工廠為了接下較大廠牌的訂單，往往願意以量制價，使得勞動成本被壓得
更低。由於孟加拉為黃麻的最大出口國，因此山口小姐開始利用黃麻進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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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設計，開始其開創當地就業機會的夢想。2011年，Motherhouse進入臺
灣，目前Motherhouse己在日本擁有11家直營通路，在臺灣擁有4家直營通路。
Motherhouse堅持自己不是社會企業，而是以社會關懷為出發的企業；山口小姐
認為唯有企業獲利才能支持她繼續往幫助開發中國家創造人民尊嚴的路上走下
去。

二、研究發現
（一）核心價值建構
1. 促發或強化事件
此二個案的領導人在組織創立前或初始階段均處於對組織運作與社會資源
不熟悉的情況，在策略混沌的情境中，難以有明確或縝密的規劃，當時所發生
的較為感性或依靠直覺的事件成為他們進行成立組織與否的決策依據，同時也
成為組織價值觀及品牌形象之建立依據。這種狀況會在其資源取得與配置策略
中更為明顯，而此種拼貼（bricolage）式的活動決策往往因其所鑲嵌的網絡而
產生（Domenico, et al., 2010）。

2. 領導人特質
個案（一）的領導人同時兼備理性與感性的思維，雖然本身對實踐價值主
張的活動參與度很深，卻能保持商業運作上的冷靜思維。反之，個案（二）的
領導人則以較感性的方式進行社會參與，完全地將自己的情感與精力投注在改
善社會問題上，花相對較少的時間在企業經營上，她充份授權給自己信任的專
業人士，因而亦能兼顧企業獲利的目標。

3. 價值主張
對顧客而言，經營模式定義了企業將如何滿足顧客以創造價值（Mitchell
and Coles, 2003; Stähler, 2002）。個案（一）堅持基金會所進行的所有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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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育的活動均要從企業本業（忠泰建設）較熟悉的領域出發，並要能直接或
間接回饋到企業的本業（忠泰建設及忠泰生活開發），如此方能確立企業本業
對於基金會較為豐厚且長期的支持關係，相較於個案（一），個案（二）的社
會實踐與參與的程度較深，然而他們不喜被以「社會企業」稱之，強調自己是
一家一般性的企業，將對社會的關懷視為給予消費者的品牌承諾而非慈善之
舉。

4. 利害關係人
在個案（二）中，除了店員的解說外，顧客往往會親自上其官網閱讀山口
小姐定期刊登的日誌，顧客於此便進入一個價值共創的過程中。此外，他們亦
積極地參與如「社企流」之社會網絡。個案（一）則透過針對與民眾生活習習
相關的城市美學與未來生活想像主題而策劃的展覽或實際創業平台之協助以進
行關係的維持與擴張。

5. 內部行銷
組織內部的員工是傳遞組織價值主張的重要媒介。個案（一）在基金會成
立初期，由於企業本業的員工對本業獲利是否會因基金會而產生虧損之疑慮而
採取觀望態度，經過領導人和基金會不斷地策劃出能增強員工家屬對員工工作
認同的活動，而取得內部員工的支持。個案（二）則因不存在如個案（一）之
本業與非營利組織所追求的目標相殊異的張力，再加上組織大部分的成員在加
入前即已對組織理念產生認同而使得內部的理念傳遞顯得容易。

（二）資源整合與運用
1. 關鍵資源
個案（一）主張基金會與企業本業及另一個和基金會同時成立的子公司共
存共榮的原則，使得個案（一）之關鍵資源與企業本身的關鍵資源具有高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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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企業本業的閒置資源會投入個案（一）中，使其能以進行較為創新的嘗
試，基金會被視定位為創新實驗室，基金會成功的創新結果會回饋至企業中。
二個案的關鍵資源皆可分為有形，如：土地空間、在地素材、人力；及無形，
如：領導者魅力、品牌故事與員工認同感。上述關鍵資源應要符合Dees等人
（2002）認為資源策略觀點應更超越財務策略的侷限觀點，而創業者的名譽聲
望與經營能力所受到的認同程度，在資源獲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Austin et al.,
2006）。

2. 關鍵活動
基於組織對社會價值創造之主張，組織的關鍵活動均以價值主張為其基
礎，再依據組織所擁有的關鍵資源而進行規劃。個案進行關鍵活動的規劃時，
除了考量到要維持理念之一致性，同時也考量到能力與知識的積累，如：由組
織親力親為而不採外包或代銷。

3. 目標群
不再以傳統的行銷變數進行目標客群或參加者的選擇，而以「對價值主張
的認同」進行區隔與選擇，如：對「建築美學」或「產品風格」與「組織故
事」認同。

4. 成本—收益流
雖然社會創業是由以創造社會價值而趨動，其主要目的不在於創造個人或
股東的財富的成本—收益考量（Zadek & Thake, 1997），然而對於以社會創業
為導向的組織而言，是否能成功地將企業資源導入，如：管理技能與知識等，
是能使組織永續發展的關鍵。二個案的負責人均主張，組織運作的首要之務在
於確保能維持本業基本獲利，成本—收益流之概念與一般企業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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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創業目標
1. 創新與創業能力之獲得
由二個案中發現，組織在進行社會參與的過程中，會讓組織領導者或員工
激發出創新的能力，個案（一）的領導者在資助學校進行城市研究或舉辦展覽
的同時，獲得了創新的營運點子，而個案（二）的領導人則在不斷思考如何解
決社會問題的同時，得到了新產品開發的點子。個案（一）基金會能透過實體
空間及管理經營服務或知識的提供，而為文創工作者建立平台，是為外部社會
創業；而個案（二）的社會創業較屬於內部社會創業，即將受幫助者引進組織
內成為自己的員工，而為其創造就業機會。

2. 品牌形象
二個個案均認同組織對提供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努力與付出，應要能回饋
到組織品牌形象之形塑，更要進一步產生品牌忠誠。以社會創業為發展宗旨的
組織往往較一般的營利型組織更能與大眾產生情感的連結，由此便能以較能
提供感性的線索以供大眾對其品牌產生正向情緒的聯想，如：「忠泰美學」或
「以愛創業」的品牌訴求，較容易使消費者產生認同。

3. 風險管理
社會創業的組織同時須兼具商業及社會雙重目標的追求下，十分容易產生
「商業化」與「公益動機」不能兩全的張力。個案（一）便曾因為所幫助的對
象質疑其動機的純正性而撤回社會創業促發方案。而個案（二）則是將感性的
社會創業行為與商業性的活動進行切割，對於第一次來到店裡的客人不採取主
動推銷「慈善」的方式進行銷售，銷售人員僅做被動式的宣傳，而讓因被其故
事所吸引的媒體或顧客為其進行主動式的宣傳，以降低大眾對「公益」與「商
業化」訊息混淆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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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述的兩個個案的分析、比較後，本研究發現，以社會創業型組織其
營運模式可能經歷「理念與核心價值建立」、「資源整合與運用」與「永續經
營」三個階段；惟此一過程並非一線性的發展關係，而是存在著彼此回饋與修
正的互動關係，其中「價值主張」、「關鍵資源」及「風險管理」三因子是決
定組織營運是否能從前一個階段進入到另一個階段的重要因素，亦即，此三因
素應為任何以社會創業為發展導向的組織應讓要妥善管理的。因此將研究發現
的社會創業型組織營運模式與互動關係整理如下圖，請參考圖一。

圖一

社會創業組織營運模式

伍、結論
本研究發現，目前國內外已開始有資源相對充足的組織，積極投入文創人
才之培育、社會美學教育贊助及就業機會之供給，並透過此種較不具商業壓力
的合作模式，為企業教育新消費群及發掘潛在商機與異業合作的機會；由此，
雖然企業與文創工作者的動機與目的並不盡相同，雙方卻極有可能透過在合作
而各取所需，並為彼此創造更多的資源。在具社會實踐導向的組織，特別是企
業，企業與內、外部成員間的信任是減少獲利性與社會性目標之衝突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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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Seanor and Meaton, 2008），本研究僅就社會創業資源的供給方，進行營
利與非營利組織於促發社會創業可行商業模式的探討，未來研究亦應納入社會
創業資源的接受者，如：文創廠商或工作者，的觀點進行更完整的社會創業可
行之商業模式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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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上級還是回應公民？公民意見與地方財政決策
—基於調查實驗的證據
孟天廣
北京清華大學

摘

要

民主國家中公民意見是政府決策的基本影響因素，然而，幾乎沒有研究實
證地討論威權國家中公民意見能否影響政府決策。本文通過一項對政府官員的
調查實驗來檢視中國公民意見對地方財政決策的影響。分析實驗資料發現，地
方政府的經濟投資決策顯著地同時受到上級政府意見和本地公民意見的影響，
前者影響強於後者；地方政府的民生福利決策不受上級政府和公民意見的影
響。該結論在控制了政府官員的個體特徵、政治價值觀、政策偏好和地區差異
後仍然成立。總之，威權中國的地方政府在經濟政策領域具有回應性，因為該
政策領域顯著度高、存在公民和決策者共用的政策偏好。

關鍵詞： 公民意見、財政決策、調查實驗、經濟投資、民生福利

孟天廣�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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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政府對公民意見的回應性是任何現代政治系統的基本功能之一。儘管不同
民主理論流派對公民意見在政府決策中的角色有不同設定，然而民主理論的基
本共識是所謂的人民主權論（Popular Sovereignty），這意味著民主國家的權力
最終來源於公民，那麼，決策者應該盡可能地回應公民意見（Dahl, 1971）。政
府回應性指公共政策決策符合公民政策偏好的程度（Roberts and Kim, 2011）。
現有研究發現成熟民主國家的公民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政策決策，這種影
響關係被稱為「公民意見—政策連接」（Public Opinion-Policy Link）或「政
策回應性」（Soroka and Wlezien, 2010），這為我們理解民主政治運行和政府決
策過程提供了重要的視角。現有研究存在一些重要的局限性或缺陷。首先，現
有研究局限於成熟民主國家，很少討論威權和新興民主國家政府決策對公民意
見的回應性；其次，現有研究在闡釋公民意見與政府決策的關係時難以排除二
者「互為因果」的嫌疑；第三，現有研究主要在國家層面討論公民意見對政府
決策的影響，基於地方政府決策的研究很少，即很少考慮同一體制內「公民意
見—政策連接」的地區異質性。因此，本文將基於一項對中國地方官員的調查
實驗來檢驗威權中國地方政府在財政政策領域對公民意見的回應性。

貳、公民意見與公共政策
政治學中大量研究討論了公民意見與公共政策之間的有機關係。這類研究
關注的基本問題是：公民意見能否影響公共政策？換言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
回應了公民訴求？（Page and Shapiro, 1983）Page和Shapiro（1983）利用調查
資料計算了1935至1979年間具體政策領域公民意見的變化，然後研究了公民意
見調查滯後一年的國家和州政策變化，比較二者之間的一致性程度。研究發現
66%的公民意見變化導致了與公民意見一致的政策變化，當公民意見變化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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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策變化的可能性越大。此後諸多研究在成熟民主國家發現了類似現象。
現有研究對政府回應性形成兩種理論。代表性經驗理論是「溫度調節器模
型」（Thermostatic Model）。該模型的基本假設是公民意見與政策回應之間存
在「負向回饋」，當公民向政府表達意見時，就如同向溫度調節器發送信號，
如果實際政策溫度與公民偏好的政策溫度不同時，政府（溫度調節器）就會調
節政策方向；當政府進行了有效回應後，公民在該政策領域偏好的政策溫度就
會下降。經過十多年發展，「溫度調節器模型」被證明適用於大多數民主國家
（Soroka and Wlezien, 2010）。宏觀系統模型（Erikson et al., 2002）認為在政府
決策過程中，影響決策者的不是特定政策領域的具體公民意見，而是整體性公
民意見（Policy Mood）。Stimson等發現，通過加總多個具體議題上的公民意見
形成整體性公民意見，這種整體性公民意見塑造著政府決策的時代氛圍，從而
影響著政府決策。當政策氛圍變化時，政治家會感覺到這種變化，從而改變其
政策行為。
Roberts和Kim（2011）在後共產主義國家討論了「公民意見—政策連接」
的可推廣性。他們批評了政府回應性只存在於成熟民主國家的偏見，發現後
共產主義國家公民對經濟改革的意見對經濟改革進程有巨大影響。學術界認為
政府回應性在威權國家不存在，理由如下：首先，威權國家的官員不由選舉產
生，決策時沒有考慮公民意見的激勵；其次，由於公民不經常性參與政治，難
以形成對具體政策議題的清晰成熟偏好；第三，缺乏有效連接公民意見和政府
決策的制度性安排。最後，威權國家的公民缺乏途徑問責官員。
威權國家的政治家缺乏回應公民意見之激勵的假定值得質疑。以中國為
例，政治家並非不存在回應公民的政治壓力，而是在體制生存和政治晉升的激
勵下非常關注公民意見（O’brien, 2008）。為了維護威權體制的生存和穩定，
政治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回應公民要求來保證威權體制進行有效統治的社會基
礎，大至改革開放的決策、外交政策制定（Gries, 2005），小至環境評估、新
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都體現出政府決策中對公民意見的考量（Mer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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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地方政府官員也關心公民意見，他們至少要部分地回應本地居民意見
才能取得施政過程中的地方合作，而不至於因為群體性事件、群眾上訪影響仕
途。此外，威權中國的確存在著公民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溝通管道，
比如與地方政府機構聯繫是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最常見方式。中國政府有意
識地積極利用公民意見資料來為社會、經濟和外交決策提供參考（King et al.,
2013），中國政府廣泛地利用社會媒體、網路調查和隨機抽樣調查來即時、定
期地收集公民對特定政策的意見已成慣例（Thornton, 2011）。
與任何國家一樣，財政政策是中國公共政策的核心政策，受到社會各界的
廣泛關注，也是政府回應性的直接反應。財政政策是中國公民參與時間較早、
參與程度較深的政策領域（馬駿，2005），在公共預算改革思路下，河北、廣
東、江蘇等地方政府逐步向本地公民開放預算過程，如召開特定政策預算聽證
會、整體財政預算安排的聽證會、預算民主懇談會等。因而本文不僅具有理論
上探討威權國家政府回應性之可能性的價值，更具有從實踐上評價預算民主改
革進展的意義。

參、實驗設計
為在中國語境下探索公民意見對地方財政決策的影響，本文設計了兩組調
查實驗。調查實驗的物件為地方政府官員，對地方政府決策有切身經歷。調
查採取配額抽樣方法進行，配額依據為調查物件的單位類型和行政級別。調
查為2013年5至8月，完成6省15市2058個調查，完成率82.32%。樣本中男性占
63%，平均年齡37歲，擁有本科學歷的比例最高，達到68%；來自行政機構、
黨委機構、人大 / 政協 / 團群機構的官員分別占61%、17%和22%；副科及以下
官員占61%，正科級幹部占26%，副處級幹部為9%，正處及以上幹部為4%。
調查實驗隨機地分配干預給不同研究物件。
調查實驗同時檢驗意見來源和政策領域對地方財政決策的影響。意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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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級政府意見和本地公民意見，政策領域經濟投資和民生福利領域。我們
在調查問卷中編寫不同問題來對受訪人實施干預，即讓受訪人閱讀不同的資
訊，然後作出回答。調查實驗首先設置一個虛擬情景，要求受訪人將自己設想
成「某縣縣委書記」，並在情景要求下對某縣本年度的財政預算做出建議，因
而因變數是研究物件報告的地方政府在經濟投資和民生福利領域的財政支出偏
好。

肆、地方財政決策—服從上級？
控制組官員中41.9%認為某縣本年度財政支出中經濟投資支出應該超過民
生福利支出，30.4%持相反選擇，27.6%認為二者應持平；當官員接受「上級政
府偏好經濟發展」意見時，48.8%的官員認為某縣在財政預算時經濟投資支出
應該超過民生福利支出，26.4%持相反看法，24.9%認為二者應持平；當官員接
受「上級政府偏好民生福利」意見時，46.8%選擇經濟投資支出應該超過民生
福利支出，30.2%認為相反，23%選擇二者持平。比較各組財政預算政策選擇
的差異，首先，「上級—經濟」干預顯著地提高了官員在財政決策中對經濟投
資支出的偏好（Two-sided t-test p-value = 0.040; Wilcoxon rank-sum test p-value =
0.035），偏好「經濟投資超過民生福利」的比例增加了6.9%；其次，「上級—
—
民生」干預對官員在財政決策選擇沒有顯著影響（Two-sided t-test p-value =
0.332; Wilcoxon rank-sum test p-value = 0.289）。這一結論序次邏輯斯蒂回歸中
也得到支持。
官員的財政決策選擇還受到官員自身特性的影響。首先，性別對官員的地
方財政決策選擇沒有影響，年齡對財政選擇存在顯著的非線性影響，伴隨著年
齡增長，官員偏好「經濟投資超過民生福利」的傾向先下降再上升；教育總體
上與官員偏好經濟投資支出超過民生福利支出的傾向負相關；第二，黨委機構
偏好「經濟投資超過民生福利」的發生比是行政部門的1.305倍，行政級別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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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經驗與「經濟投資超過民生福利」傾向負相關，但統計不顯著；官員對本地
發展中「經濟發展重要，還是民生福利重要」政策偏好對他們的地方財政決策
選擇發揮重要影響，越認為「民生福利重要」就越偏好「民生福利超過經濟發
展」，反之越認為「經濟發展重要」則越選擇「經濟發展超過民生福利」。
地方經濟和財政狀況限制著官員分配財政預算的選擇，經濟發展（人均
GDP和經濟增長率）提高了官員選擇「經濟投資超過民生福利」的發生比，經
濟增長率每提高一個點，選擇「經濟投資超過民生福利」的發生比相應地變為
原來的1.046倍；財政自給率給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財政支出自由度，財政自給率
顯示了對官員傾向選擇「民生福利超過經濟投資」的顯著強化效應。

伍、地方財政決策—回應公民？
控制組中41.7%的官員認為財政支出中經濟投資支出應該超過民生福利支
出，30.6%認為「民生福利超過經濟投資」，27.8%認為二者持平；當官員接
受「本地公民偏好經濟發展」意見時，48.1%的官員認為經濟投資支出應該
超過民生福利支出，27.9%持相反看法，24.1%認為二者應持平；當官員接受
「本地公民偏好民生福利」意見時，42.5%選擇經濟投資支出應該超過民生
福利支出，32.6%認為民生福利支出應該超過經濟發展支出，25%選擇二者持
平。比較上述三組財政政策選擇差異：「公民—經濟」干預顯著提高了官員在
財政決策中對經濟投資支出的偏好（Two-sided t-test p-value = 0.086; Wilcoxon
rank-sum test p-value = 0.074），偏好「經濟投資超過民生福利」的比例增加了
6.4%，小於「上級—經濟」干預導致的6.9%的提升；
—經濟」干預導致的6.9%的提升；
經濟」干預導致的6.9%的提升；「公民—民生」干預對
官員財政決策選擇無顯著影響（Two-sided t-test p-value = 0.824; Wilcoxon ranksum test p-value = 0.860）。序次邏輯斯蒂回歸肯定了「公民—經濟」干預正向
影響選擇「經濟投資超過民生福利」的穩健性。
在回應公民實驗中，官員自身特性也影響其財政決策選擇：性別、教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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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政策選擇沒有影響，年齡對財政選擇存在顯著的非線性影響，年齡與偏向
「經濟發展超過民生福利」政策選擇之間存在一個U型曲線；部門類型、行政
級別和工作經驗對其財政決策選擇也沒有顯著影響；官員對本地發展中「經濟
發展重要，還是民生福利重要」的政策偏好對其財政決策選擇有重要影響，偏
好「民生福利重要」的公務員會在財政支出的分配中賦予民生福利更大份額；
在「公民意見」干預情景下地區間在經濟和財政狀況上的差異不再影響公務員
的政策選擇。

陸、結論與討論
政府對公民意見的有效回應是任何現代政治系統有效運行的基本要求，當
前中國同樣需要政府回應性。本文發現，威權國家在某些政策領域也可以有效
回應公民意見。中國政府有效回應了公民對經濟發展的偏好，但未能有效回應
其對民生福利的偏好。上述結論至少在下列三方面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為何威權中國的政府回應性只反映在經濟投資領域而不是民生福利
領域？現有研究認為議題顯著度影響著「公民意見—政策連接」關係之具體模
式，公民意見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更可能發生在顯著度高的政策領域（Wlezien
and Soroka, 2010）。議題顯著度是政府回應性的核心，公民更可能將非常關心
的政策議題與政府評價聯繫起來，政府官員對公民高度關注的議題更有回應
性。就中國而言，經濟發展議題的顯著度明顯高於民生福利議題。改革以來，
經濟發展議題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深入討論已經持續30多年，逐步形成
了「經濟發展為中心」、「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的社會共識；反之，民生
福利議題儘管在短期內得到了社會關注，然而其討論深度和意見整合的程度仍
然不足。威權中國在經濟發展領域對公民意見的回應性受到議題顯著度的影
響。
其次，威權中國在經濟發展領域的政策回應性還受到官員政策偏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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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Hill和Hinton-Anderson（1995）認為，即使在民主國家，公民意見和政
策決策的關係不僅取決於公民意見，還取決於官員意見，尤其是公民與官員共
用的意見在互相強化地推動著政策過程。因此將官員政策偏好納入分析有助於
理解為何威權政府選擇性地回應公民經濟發展意見。偏好經濟發展是威權中
國公民與官員共用的意見。威權國家的統治精英的首要關切是社會秩序，實施
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目標是維持穩固的社會秩序。威權中國存在基於經濟績效
的政治競標賽（周黎安，2004）。根據上文，地方官員在分配地方財政時偏好
「經濟發展」的比例大幅領先「民生福利」。
最後，應該慎重看待公民「民生福利」意見在地方財政決策中的影響。儘
管公民「民生福利」意見未能發揮顯著影響，然而這並不意味公民「民生福
利」意見不可能發揮作用，而可能是現階段「民生福利」意見存在影響政策決
策的限制。哪怕成熟民主國家的福利政策回應性也存在複雜情況，對於窮人來
說至關重要的再分配偏好卻很少被政府關注（Wlezien and Soroka, 2011）。民
生福利政策在中國屬於新興政策，新興政策由於尚未制度化或顯著化而難以回
應公民需要。伴隨著民生福利政策的日益制度化，公民有關民生福利的意見也
可能會影響政府決策。總之，威權國家並非完全不回應公民意見，而是在某些
（如經濟發展）政策領域也具有回應性，前提是這些政策領域具有高顯著度和
制度化、公民和決策者具有共用的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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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經濟下臺灣原住民經濟的發展與困境
—以梨山茶區為例
趙浩宏、呂建德
中正大學

前言
在臺灣的深山地區，由於長期以來法律與社會的約束力難以到達，因而時
臺灣的深山地區，由於長期以來法律與社會的約束力難以到達，因而時
灣的深山地區，由於長期以來法律與社會的約束力難以到達，因而時
常在單純的部落社群之內交雜著許多不可說的秘密與關係禁忌。儘管一直以
來都有許多不符合法規的事情在部落間發生，但在艱辛的生活環境之下，「生
存」的需求早已大幅超越了對於法制公民社會的堅持，而這些不合法的事情也
自然而然的成為「政府的事」。
而在缺乏法治侷限之下，臺灣原住民部落的產業結構時常會隨著外來者的
臺灣原住民部落的產業結構時常會隨著外來者的
灣原住民部落的產業結構時常會隨著外來者的
進入帶來強烈的影響，導致原本的社群關係產生變化，例如非法的土地侵佔
戶、用非正式管道購買傳統領域的漢人、盜採森林資源的集團。雖然這些進入
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外來者前往部落的方式、態度和目的不盡相同，但他們卻都
同樣給予當地的原住民更多的工作機會（無論合法或非法），而且由這些雇主
所提供的彈性工作機會又恰好與原住民農民必須在照顧自己農地和尋找短期作
工的彈性工作需求相符合，甚至這些擴大的勞動力需求幾乎可以幫助部落的青
年人口僅需要輪流在不同農戶之間作工就可以維持生計還可以在山區過於寒冷
的冬天休息，前往山區獵捕從兩千五百公尺山區下來溪谷避冬覓食的野生動
物，成為保留傳統狩獵生活的重要一環。而這樣特有的生活模式也仰賴於原住

趙浩宏�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生。
呂建德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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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投入山區開闢的彈性工作機會並不用像平地有著租約與聘約的限制，以務
農、作工與授獵循環的生活方式也成為中部高海拔山區能夠維持傳統生活文化
的關鍵。
然而，在近五年來，新的一批外來者—外籍勞工的侵入卻破壞了山區原本
的經濟平衡模式。從一開始因為山區勞動人口依舊不足而向平地租借外籍勞工
的勞動力填補模式，到後來逃逸外勞大量湧入山區，破壞了原本山區勞動力市
場的平衡，讓原住民青年失去了許多工作機會，也加劇了同族間的競爭。而
山區的「私人農工」與「農場主人」的關係也因為「罪犯身分與收留角色」的
僱傭模式逐漸在山區社會中成形，使得山區的工資標準下降與連續勞動時數提
升，迫使原住民青年只好踏上離鄉的道路。

壹、研究場域
本研究的場域為力行以及發祥兩個泰雅族村落，他們同樣位於南投縣仁愛
鄉的高海拔山區，為泰雅族的發源處以及世居之地，也是至今位居最深山的泰
雅族聚落。有著清楚的場域特性，而且地區內的產業以及傳統文化同質性高。

一、兩個村落的相對地理關係
以地理位置上來看，力行村位於發祥村的東方，以北港溪上游為界，東依
依
合歡群峰，北與通往中部橫貫公路的翠華村相依，而西面與南面都與發祥村
相接，北臨臺中縣和平鄉。現轄有新望洋與溫泉兩個聚落，同屬於賽考列克
臺中縣和平鄉。現轄有新望洋與溫泉兩個聚落，同屬於賽考列克
中縣和平鄉。現轄有新望洋與溫泉兩個聚落，同屬於賽考列克
群（Sekoleq）的馬烈霸亞群（malepa / Lepa），其中溫泉部落雖然隸屬於力行
村，但他卻是與發祥村的紅香部落以一條鐵線橋相連於北港溪兩側，日常生活
多與紅香部落一起，包含風災避難、共用溫泉以及國小就讀（紅香部落境內的
紅葉國小），人口嚴重外移多留空屋。而力行全村目前紀錄共有613個有登記戶
口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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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祥村，由瑞岩、慈峰、梅村、紅香四個部落組成，散居在陡峭的山巒與
溪谷之間，其中，梅村和慈峰為兩個較小的聚落，大部分的人口集中於瑞岩以
及紅香兩個古老部落。目前發祥村登記有925人，地勢陡峭而且為泰雅族最古
老的傳統生活區域。雖然目前大部分的學者都相信瑞岩部落為傳說中最先繁衍
的泰雅族部落，但被證實同樣古老的紅香部落則是有屬於自己的發源說，認
為瑞岩部落只是最早「分離」開始百年遷移的部落，但無論如何都可以確信的
是，發祥村已經被證實是泰雅族最早的發源地，也就是臺灣連綿一百多公里有
臺灣連綿一百多公里有
灣連綿一百多公里有
名的「匹亞南山道」人口遷移路線的起源，正是泰雅族人近兩三百年來大規模
移動的主要路線。
這條稱為「匹亞南山道」的路線也就是現今的中橫宜蘭支線（臺7甲）以
臺7甲）以
7甲）以
及力行產業道路（投89），主要由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發源的溪流上游谷地構

圖一

仁愛鄉部落位置圖（慈峰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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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最北從宜蘭蘭陽溪上游的牛鬥、四季，向南越過匹亞南鞍部、思源埡口
後接上大甲溪上游的梨山、華岡，然後再進入北港溪上游的力行、發祥兩個部
落（啟明．拉瓦，2002）
．拉瓦，2002）
拉瓦，2002）。尤其是古代分散在北港溪和支流帖比倫溪的紅香部
落，早從大約三、四百年前就開始沿著這一條「匹亞南」泰雅古道向北遷徙，
其中可被證實的最大移民區域，就在新竹縣尖石鄉後山的秀巒村，其中的八個
部落的語言和傳統文化都同為泰雅族的馬卡納奇亞群（Makanaji），與紅香以
及瑞岩相同，而且當地的老人家都以「Makanaji」自稱，意為「來自Knaziy的
人」，而Knaziy也就是現今的紅香部落。

二、部落的歷史與現況
臺灣泰雅族大多居住在海拔300到2,500公尺之間，主要分佈在臺灣中北部
灣泰雅族大多居住在海拔300到2,500公尺之間，主要分佈在臺灣中北部
山區，包括臺北縣烏來鄉、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及五峰鄉、苗栗縣泰
安鄉、臺中縣和平鄉、南投縣仁愛鄉、宜蘭縣大同鄉及南澳。各地區雖然語言
有所差異但多能夠溝通並且深受「Gaga」的傳統規範影響。
「Gaga」為泰雅族的一種傳統規範以及信仰核心，本意即祖訓或遺訓之
意，會由較近的親族組成團體並且共同遵守規範，出現的模式多元而且難以
分類，但由於影響範圍幾乎涉及所有的日常作息，所以這種以「Gaga」為信
仰單位的祭團組織，在泰雅族的社會構成中是很重耍的功能群體（林幼雀，
2004）。而這種以共守祖訓的儀式團體，能夠在必要的時候代替一般泰雅族社
群內的單系親族團體（unilateral
（unilateral
unilateral kin groups）
），發揮了對於族人的規範行為，像
是共勞合作、同負罪責、同享安樂等規範（李亦園等，1963:296）。
雖然許多區域的泰雅族人都被認為驍勇善戰，並以獵頭著名，但是此區域
的泰雅族人因為尤其重視「Gaga」對於獵場與生活領域的規範，所以在未接觸
現代化社會的先民時代，除了平常的出草行動（並不把沒有佔領與掠奪意味的
出草設定為戰爭），平常大都能夠以家族及部落為單位相安無事，並且遵守不
跨越獵場的規範。但也因為「Gaga」傳統讓同樣是泰雅族人的不同群體之間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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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作共存的機會，大多還是以警戒和維護領域範圍的態度產生交惡。不過根
據耆老的口述，南方的賽德克族早期因為居住範圍處於擁有社群聯盟的布農族
與慣於出草成年的泰雅族之間，生活領域受限多，所以時常會北上侵占獵物較
豐富的泰雅族領域而發生戰爭。但在日本人進入山區以前，戰爭次數不多，大
多是零星衝突。
先民文化的破壞，最早從1910年由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擬定的「五年理
蕃計畫」開始，並且以反抗性最強且難以控制的泛泰雅族（泰雅族、太魯閣
族、賽德克族）的生活領域著手，利用部落或是族群之間的仇視，教唆投降日
本的部落聯合對不願意投降日本政府的部落展開攻伐。並在各部落建設駐在所
嚴加控制，但儘管如此中部山區的反抗事件依然不斷發生，直至1930年的霧社
事件之後，才確實不見南投山區的反抗事件，而依據耆老口述表示，霧社事件
遭到日軍大規模鎮壓，並且將南投山區屬於反日部落的賽德克族徹底移出後，
日本人成功的利用分配給各個部落的領域瓜分，讓後來的部族感受到好處以及
對於反抗的結果畏懼而趨近和平。
到了光復以後，大量的山區伐木以及道路工程工作需求，讓擅於在陡峭地
勢工作的族人開始離開仁愛鄉，參與四處漂泊的工作機會（林班或是山區道路
工程），也加速了過去受到日本人進行部落控管的泰雅族人受到現代化影響的
速度，使得深山部落的人口大量流失，而僅剩的居民則是開始延續日本在山區
的農改計畫，除了稻米與水果以外開始嘗試不同的經濟作物，希望能夠有更
好的收入維持。但不再有日本人技術支持以及市場需求的族人開始面臨臺灣的
再有日本人技術支持以及市場需求的族人開始面臨臺灣的
有日本人技術支持以及市場需求的族人開始面臨臺灣的
臺灣的
灣的
農產品市場價格的快速起伏。而且許多人喜歡一窩峰的模仿耕作，使得作物時
常因為產量過剩而跌價。除此之外，不斷的天災讓山區逐漸浮現過度開發的後
果，並且在1999年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以後，徹底將力行地區的山體結構
震壞，主要道路肝腸寸斷，不但各個路段地質疏鬆而且山路多段終年滲水，讓
當時候正準備發展的觀光產業瞬間失去機會，也讓運輸成本大幅上升，生活狀
況陷入谷底，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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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方部落產業的轉型
部落的產業型態在近半個世紀以來不斷的在改變，尤其是在經歷1959年的
八七水災和1999年規模七級的九二一大地震以後，經過開發的臺灣中部山區結
臺灣中部山區結
灣中部山區結
構發生巨大的改變而且從此以後持續處於極其不穩定的狀態。而持續的環境變
遷也使得原住在山區的泰雅族人開始遷離部落然後加速部落與外界的技術連
結，出現比起過去更快速的刺激擴散（Stimulus diffusion）現象。
刺激擴散的方式主要是發生在先民社會中的文化擴散現象，而這種文化擴
散現象是指某些文化因為特殊原因無法在另一地存在時，不得不將原本的文化
進行改變，而這種文化傳播的方式會受到接受者的考量與在地經驗的影響，經
量與在地經驗的影響，經
與在地經驗的影響，經
由貿易、婚姻、遷徙、戰爭、狩獵採集等活動而與外界接觸，就好比俄羅斯的
西伯利亞原住民因為溫度低而無法經營農業，只能依靠狩獵維生，但隨著人口
增加與環境變化，糧食逐漸不足以後，到外地的西伯利亞人受到南部訓養文化
的刺激，而開始轉型當地的生活方式來訓養馴鹿，讓原本的狩獵生活轉型成放
牧生活（丘其謙，1971）。
根據對於當地近五十年的產業與生活習慣的訪談中可以發現，雖然部落的
生活條件和價值觀沒有像臺灣其他比較靠近都市的俗民聚落一樣早就產生了變
臺灣其他比較靠近都市的俗民聚落一樣早就產生了變
灣其他比較靠近都市的俗民聚落一樣早就產生了變
化，但是由不同時刻回來且急於改善部落生活的返鄉族人所帶來的新資訊卻使
得因為環境限制而無法輕易引進新方法的部落有著相對較高的文化傳播頻率，
卻沒有半個產業發展稱得上是成功，而這樣的現象可能來自於傳統生活方式
（狩獵與採集）與該地環境限制的高度相容性，並且對於「渴望改變既有現
況」產生的衝突所致，而這樣的現象並非只在其中一兩個部落，而是發生在該
地區內的所有部落。無論是種植水果、種植香菇、發展觀光、養殖漁業、高山
蔬菜，才短短四五十年的光景，就嘗試了這麼多種的產業發展，卻都因為不同
的因素宣告失敗，直到近五年才開始穩定發展的茶葉種植以及從2012年開始流
行的段木香菇熱潮，也逐漸浮現一些產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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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光復以後，雖然國民黨政府曾經在1945年開始曾經有過五年的不伐木
政策，但在1958年政府實施「臺灣林業政策及經營方針」後重新啟動伐木政
臺灣林業政策及經營方針」後重新啟動伐木政
灣林業政策及經營方針」後重新啟動伐木政
策，而這段時間因為環境的快速變化，使得部落年輕人對於「新資」的需求提
升而有越來越多原住民參與林班工作，而這段時間臺灣因為快速的發展而大量
臺灣因為快速的發展而大量
灣因為快速的發展而大量
砍伐山林，所以伐工需求也大幅提高。直自民國65年（1976年）起，因受社會
批評而開始制約，政府懍然推行「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
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
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民國78年起改為
「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
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
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使得民國65至77年之13年之間，山區的伐量自
民國65年之110萬立方公尺遞降至77年之43萬立方公尺，讓山區工作機會大幅
減少，許多年輕人開始轉入較近的客家聚落參與山區農耕。而在這段期間，有
不少族人在學習更多漢人的山區生活經驗以後，返鄉尋求生計的原住民人口開
始越來越多，也順便帶來許多將資金帶來山上開發高山農業的漢人。
雖然部分原住民的返鄉帶來了新的文化衝擊以及現代化開發，但部落發展
的產業卻不斷遇到各種困難，除了因為天災所導致的環境變遷而被迫轉型以及
人口流失以外，對於願意留在部落或離不開的族人來說，漢人進入部落與農作
物市場的體制剝削才是真正讓部落的許多居民選擇放棄自己耕種而是採取「賣
田換工」的工作方式的主要原因。
而糟糕的連外道路也成為了族人想要成為自耕農的一大門檻，畢竟居住在
交通艱辛的山區務農，除了要擁有一台夠力而且噸數和馬力夠大的卡車以外，
還要有承擔路斷了作物送不出去賠錢的風險以及不怕辛苦和面臨壓力的生活能
力。所以在部落裡面，自耕農和農工之間其實也反應了部落內部社經地位的階
級差異。

參、茶廠經濟與逃逸外勞的進入
一、換工、雇工與借工
無論是茶葉還是蔬菜，這兩種部落的高山農業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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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勞動力，沒辦法用機械化給取代，所以工人的雇用在人力缺乏的山區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因為不同農戶的需求和資本情形不同，所以出現了不
同的勞動力參與模式。尤其在漢人茶廠開始將「農工」的概念帶入部落並且
系統化以後，部落的工作模式開始出現轉變，依據不同的工作關係主要可以分
成三種模式。第一種是以同教會或是友好家族（同一個共獵團體）互助的「換
工模式」，不同於客家聚落會分成有薪資計算和不計算的換工方式（謝國雄，
2003）。來自傳統觀念的部落換工互助多是來自於社群互助共享的古老習慣，
而這主要受到泰雅族獨有的「Gaga」傳統信仰給影響。而這種泰雅族長期遵循
的Gaga傳統，一直以來都提供給族人一種共祭、共食、共獵的社會價值，是早
期對於同一個Gaga的人一起行動並須遵守共同的部族規範，同時具有習慣與部
落規範的影響於其中。並且在國家民政系統介入前，傳統的泰雅族早已發展出
一村一個Gaga、一村多個Gaga、多村同一個Gaga等類型（顏愛靜、官大偉，
2004）。儘管在現代社會，族人多半說不太出Gaga到底該怎麼解釋，但是工作
互相幫忙，有獵物或收穫比此分享的習慣已經深入在同一個Gaga規範下的族群
互動之中，出現了「多打了快十隻飛鼠但分一分我一隻都不剩捏」、「要吃菜
就自己摘呀」、「隔壁今天好像煮很多飯我們一起去吃吧」這種不同於漢人社
會的相處模式。但這種互助模式在中部山區是呈現團體互斥的，通常都是以四
五個大家庭為一個互助單位，而這幾個家庭間也已經養成以全力互相扶持為基
底的高度依賴關係，比此會協調錯開彼此耕種的時程和收成的時間，而這現象
也可以從平日工作時共用工寮和休耕時共處烤火房的私人設施共有關係中觀察
出來。
第二種模式則是由漢人農戶引近部落的「雇工」關係，是以「工資」購買
「工時」或「工作成果」的方式取得足夠的勞動力，這種方式在重要的作物收
成季節的時候，無論在漢人農戶還是原住民農戶都是最主要的勞動力取得方
式。而這種山區雇工的方式多半是來自於客家茶農從客家原鄉延續而來的工作
模式，然後依照部落當地的勞動力情形從原本計算工時的方式轉型成計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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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果」的模式。而這是為了解決部落族人在工作態度與工作效率上的嚴重落
差所致，因為漢人在雇工的時候多半會面臨兩種原住民，一種是自己平日習慣
農耕的自耕農，因為自己的農作物休耕而來擔任茶工，而另外一種則是以到處
打零工維生的族人。而這兩種茶工在工作效率和態度上有很大的落差，而且打
零工形式的茶工的工作態度時常依據當天的天氣與前一晚是否酗酒而有所差
異，所以「工作成果」的雇工關係是為了避免部落較常出現的工作怠惰情形而
發展出的「雇工」關係，雖然這種方式有可能會增加了雇用辛勤茶工的勞動成
本，但在農作物收成分秒必爭的效率需求看來，效率才會是農戶最重要的考
量。不過在大量外籍勞工出現後，工作效率就不在是問題，能壓縮的成本便成
為少數茶農最在乎的事情了。
最後一種則是部落引進外勞以後出現的新型態勞動力輸入模式，也就是原
住民茶農與漢人茶農的「借工」關係。而這種借工關係主要是來自於原住民農
戶對於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以及漢人茶農開始長期雇用農工以及收留逃逸外勞所
致，尤其是逃逸外勞從2010年以來在山區人數的快速增長，開始取代原本山區
的原住民勞動力供給。這些外來的勞動力，相較於在地人所提供的勞動力，有
著高工時低工資的特性，學習能力強而且也比較能夠提供長期的勞動力支持。
而這些外勞一般都由當地的漢人收留在深山的農舍之中，提供他們吃住然後從
薪資中扣除，並且在收成旺季的時候優先做提供住宿主人的工作，而沒有工作
的時候「出借」給其他原住民農戶。而到了冬天山區休耕的時節，這群外勞會
在離開山區自己到外地找工作。
因為期望能在被逮捕回國之前賺到夠多的錢，所以這群逃逸外勞對於工作
的慾望非常的強烈，否則將面臨付債返鄉的困境。而這些外勞從非法外勞變成
「逃跑外勞」的原因非常複雜，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高額的仲介費用，以及不
穩定的雇傭關係與工作條件，使得他們在賺到充足的費用之前就面臨被遣返回
原來國家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已經累計有三萬多人的有登記逃逸外勞
滯留臺灣（蕭新煌，2012）而進入移民署專勤隊難以管轄的山區，是對這些非
臺灣（蕭新煌，2012）而進入移民署專勤隊難以管轄的山區，是對這些非
灣（蕭新煌，2012）而進入移民署專勤隊難以管轄的山區，是對這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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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籍勞工來說相對安全的選擇，雖然冬天和春天沒什麼工作的時候還是得回
到山下，但至少能有半年的時間是可以安心工作的。

圖二

地區勞動力分配關係

肆、逃逸外勞對於偏鄉勞動的衝擊
根據勞委會2011年9月的統計資料得知，臺灣地區的外勞人數當時已達41
臺灣地區的外勞人數當時已達41
灣地區的外勞人數當時已達41
萬7千人，最多來自印尼（約四成），然後是越南和菲律賓。這些離鄉背井的
外籍勞工因為大多涉及跨國仲介的契約工，雇傭關係和工作條件很難掌握，所
以時常無法讓雙方滿意，導致各種原因的逃跑外勞到目前已經累計3萬1千9百
人之多（蕭新煌，2012）。近些年來，雖然為了抑制雇主藉由外籍勞動力壓低
勞動成本破壞勞動力市場有著多方面的限制與規範，但是過分收取仲介費用的
人力仲介與無法確實控管的工作環境和勞動基本保障，依然讓許多外籍勞工被
迫冒著各種風險離開雇主或是脫離外籍勞工的法規體制，四處流浪賺取低廉的
工資。雖然本篇文章的核心探討是以特定區域的偏鄉原住民勞動狀況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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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由其他有關外籍勞工的文獻以及案例中可以發現，近幾年來這群外勞之所
以會來到偏鄉而且願意從事辛苦的山區工作其實與都市的工作條件是息息相關
的。
然而，對於部落產生最大衝擊的還是在於原住民自耕農以及靠作農工為生
的族人之間。為了面對漢人茶廠轉嫁到原住民茶農的市場壓力，原住民茶農三
不五時就必須遭到製茶廠的壓價與藉由市場壟斷而強迫低價收購。所以廉價的
外籍勞工便成為他們無法在農忙時節找到親朋好友換工採收時最重要的理性選
擇，而不再找其他原住民農工來作，但這種理性選擇在部落裡面卻是有違傳統
觀念的，也使得類似的衝突在村子裡面開始出現。
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傳統的泰雅族部落之中，私人的雇傭關係依然會
被置放於部落互助的價值觀上面審視，而這種「大家都能夠一起生活」的概念
會在族群文化與資本主義之間產生一種特殊的互動關係，減緩資本主義的發
展，讓「勞動」的文化價值在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當中不斷出現遏止的效果。
但是當其他外來茶農在自家隔壁展現廉價勞動力商品的時候，曾經因為教會產
生分離好不容易重建新形態互助關係的原住民茶農與農工，卻又再度出現價值
上的拉扯。又重新進入「勞動文化建構」的發展過程之中，建構適合在地的
「雇用」經驗。
而就目前的幾戶人家來看，為了從傳統規範（Gaga）和資本壓力之間做出
權衡，「有時候雇用當地泰雅族人，有時候雇用外勞」成為目前原住民自耕戶
的折衷方式，卻依舊無法讓分處兩種角色的族人感到滿意。但回到問題的核心
來思考，有許多問題還是難以解決，包含由於都市糟糕的工作條件而被迫離開
的逃逸外勞，在從山區工作機會的缺乏到市場對於少數民族高山作物的市場保
護缺乏，以及政府對於漢人佔有原住民土地與引用非法外勞的失去控制。有太
多的問題在部落裡面發生卻無從解決，而是任由當地處於弱勢的居民間彼此競
爭或是限制而產生內耗，而這樣放縱商品市場與勞動力市場在傳統領域內由少
數外來人口控制的情形，正是大部分偏遠高山部落的資源反而集中在少數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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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而無法發展的原因，不僅僅是仁愛鄉的兩個村落而已，而這一部分是值得
作更多深入探討與政策制定的。
最後，本文最主要還是希望能夠藉由場域的深入來呈現出部落最真實的困
境。尤其是，在偏鄉地區依循去脈絡化的政策制定下，大部分可以在平地運作
的法規多半失去了效用，使得部落中較為弱勢的族人已經不再受到政府的保
護。而部落本身也因為開放的市場，讓部落的原住民飽受擁有資本的外地人影
響，使得經濟地位受到限制無法獨立發展。而這樣的情形唯有在重新審視地方
的文化特性與生活習慣以後所制定的政策才有能力解決該如此困境，幫助部落
內的少數民族發展出適合的生活方式。而一個有著相當權力賦予且資源供給充
足的原住民自治，也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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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r 書評：To Become a Confucian Democratic Citizen: Against Meritocratic
Elitism〔成為儒家民主公民—對於菁英功效主義的反思〕〔Sungmoon
Kim〕

儒家民主的可能性？
王欽
臺灣大學

儒 家民主的可能性為何？有不同歷史脈絡的儒家學說與西方自由民主思
想，到底是殊途同歸，還是終究是兩條平行線？這是許多希望調和東亞傳統文
化與現代西方民主理念的人們，一直在追問的問題，Sungmoon Kim的這篇文
章亦是希望追問這個問題。作者注意到，在文明衝突論的提出者Huntington看
來，儒家思想與民主價值並不相容，因此儒家民主是一個矛盾的概念。但是，
作者同樣也指出，對很多致力於將儒家民主置入東亞社會的學者對此並不認
同，但作者也注意到貝淡寧（Daniel Bell）的觀點，這些對儒家民主的研究缺
乏制度細節的描繪，而且在他看來，因為儒家社會仍然保留著崇拜政治精英的
傳統，西方自由民主在這裡並不適用，所以他認為更具文化相關性的民主形式
應該是精英式民主。Tongdong Bai也認為，儒家民主應該是有限的民主，並由
儒家政治精英對大眾主權或者公民的政治平等做出適當的限制。
為此Bell或者Bai還分別提出了自己的儒家民主形式，前者強調立法機關的
制度設計，後者則出於反對選舉競爭中與特殊利益的糾纏，希望將民眾的參與

王欽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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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到他們熟悉的地方事務上，而由地方官員參與國家或者中央層面的決策。
儘管這些觀點改變了民主與儒家思想不相容的刻板印象，同時兼顧不至於
走向三權分立的憲政設計，但本文仍然表達了否定的看法，作者更希望從民主
公民社會的角度出發，將關注的焦點從民眾的可治理性轉換到民眾的可轉換
性，以對儒家民主的精英觀點進行批判。具體而言，作者認為很多支持儒學精
英政治的人，在現實中其實是在運用法家思想，而實際上，儒家思想所強調的
核心是統治者的道德，並由此來施仁政、行德治。針對只有精英才能如此的
論斷，特別是引述儒家經典的說法，如孟子所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作者並不認為這意味著勞動者就只能充當被統治者，而精英因為他們對
政治的專業了解就壟斷了權力，在他看來，這些勞動者也可以具備德行，而當
參與公共事務時，也同樣可以成為統治者。
在此基礎上，作者對作為集體自決的民主與民主公民權進行了探討，在作
者看來，寬容、修養、公民責任、有活力的公民社會、參與式的文化、公共理
性以及協商，構成了民主的基本條件，而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也同樣可以產生
這些因素。儒家精英政治的主張者引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來指出一
般的民眾忙於追求他們的短期利益，而無從追求公共利益，但作者希望指出，
儒家民主可以同儒家的道德樂觀主義相調適，並使得每個人都可以實現道德上
的轉換，使自己成為聖人，並達致所有一般人的民主自我轉換。他認為，只要
在道德上或者倫理—宗教意義上的自我轉換（如成為聖人），可以戰勝民主的
自我轉換（如成為公民），那麼儒家民主就可以在擁抱傳統儒家思想的同時實
現民主的治理。
作者提出的方案是建構儒家民主的公民社會，具體是要通過加強公民的道
義福利和加強公民的物質福利來加以實現，作者認為儒家民主可以提供多元主
義文化，讓各類宗教、文化和意識形態和諧共存，與此同時，儒家民主要滿足
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受害者可以將他們的意見傳達給
官員和領導者，並要求其改變這一不公平的狀況。實際上，基於公民社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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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家民主思想也同樣見諸儒家政治哲學旗手蔣慶的著作中，在後者看來，當
代新儒學主要承繼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強調政治人物的修養與美德，與此同
時，漢代儒學乃至更早的荀子之說，則更重視「禮」的價值，也就是秩序、規
範和制度建構的重要性，蔣慶希望在調和二者的基礎上建構「社會儒學」，通
過公民社會的型塑，最終確立彼此相互補充的良善政治秩序。不僅如此，蔣慶
還結合儒家的不同學派與當代民主思想，為這種秩序提供了三大合法性基礎，
即超越神聖的合法性、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和民意的合法性。
作者希望通過上述批判與新的制度建構，來強調儒家民主的可行性，但作
者選擇的批判對象是儒家的精英政治觀，但實際上，對儒家民主最大的挑戰其
實還是以選舉為核心的自由民主傳統，後者強調權力來源於人民，以及對公民
權利的基本保障，而他們對統治者充滿了不信任，所以才設計了諸多限制制衡
的制度。而目前的儒家民主學說，一方面重點處理如何行使權力的問題，而忽
視了權力來源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想跳脫預防為主的分權制衡框架，認為賢
人政治仍是可以期待的。實際上，權力是經過競爭選票取得，還是如康曉光所
言可以通過禪讓方式取得，關係到政治實踐中是否可以真正避免權力的私相授
受，以及統治者對人民的傲慢，因此絕不能等閒視之。而後一種想法也並非儒
家社會所獨有，即便在西方社會也有烏托邦、哲學王的想像，現在仍有反思民
主實踐的政治哲學家，希望復歸共和主義傳統，強調公民美德的重要性。但之
所以這些並未轉化為現實，其邏輯在於賢人或者聖人的產生，固然會帶來清明
的政治，但這些畢竟是將命運歸到他人手上，且無法預測賢人的自我改變，特
別是權力對人的腐蝕，因此才有了進行權力分立的必要性。儒家民主希望引入
道德政治，也不可避免存在這一問題，因此作者從現代意義上對儒家學說做了
更寬廣的詮釋，認為只要民眾有這種轉換能力，使自己成為聖人，那麼也可以
充分參與政治，這樣既照顧了賢人政治的優點，又保障了權力不至於被少部分
人壟斷。
但回歸到現實條件中，這種可轉換性（transformability）也並非是必然存

©

2014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52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第一卷，第二期
第一卷，第二期 (2014年6月)

在，大部分人只專注於個人現實利益的追求，仍然是社會常態，畢竟儒學意義
上的自我修養（如仁義禮智信），一直都是十分精英主義的存在，非一般人所
能承受，如何實現這種可轉換性就值得打上大大的疑問。
另外，建構公民社會，擴充社會資本，實現一般民眾對社區事務的廣泛參
與，這一過程中儒家思想都並非必要條件，在其他文明中也同樣可以實現。建
構儒家民主的公民社會，或許是想在東亞儒家文化的條件下實現，但問題在
於，全球化時代下相當多的在地文化要素已經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現代公民
社會的理念與形式，看不出儒家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根本不同，那麼純粹的儒家
民主也就無法真正產生其獨特性。
而針對孔孟的言論到底是否具有民主思想，這在學界還充滿爭議，有一種
說法認為儒家雖然強調民為貴的思想，但這種民本說只是統治者表達對民眾的
重視，而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則更強調大眾主權的意涵。那麼這就牽涉到另外一
個問題，作者所謂的儒家民主，是否僅僅是作者為了調和東亞傳統社會與現代
民主理念，對儒家經典和傳統文化所作的善意以及擴大的解讀呢？實際上，完
全擁抱西方民主觀念的儒學家徐复觀就注意到，傳統的儒學主要從統治者的角
度看待政治，而現代儒學應該從民眾的角度出發。換句話說，儒家民主如果是
可欲的，那麼推行這一制度的人應該是符合儒學德行標準的，但必須徹底改換
傳統精英出發點的人，他們可以應用儒家學說的觀念乃至以之為行為規範，但
必須意識到進而祛除傳統儒學從統治者觀點出發的思維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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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書評：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毛澤東的無形之手 — 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基
礎〕〔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毛澤東的無形之手
王鑫、吳心喆
南京大學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對於中國是否能適應在改革開放後變局的研究便
有很多。有些學者如章家敦提出了中國即將崩潰，也有學者如Steve Tseng認為
中國目前是以經濟發展換取正當性，並且利用民族主義作為安全閥，以維持中
國的穩定，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已經由革命式的政權逐漸變成威權政體，但
未來在治理上還是會面對正當性的挑戰。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韓博天
（Sebastian Heilmann）所主編的《毛澤東的無形之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
的無形之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
無形之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
基礎》（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則對中國的治理模式提出了一個不同於制度改變的見解。
裴宜理是現任哈佛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出生於上
海，她在過去的著作中，方向就很偏重於毛時代的革命遺產對於現在中國的影
響，研究方向也長期關注在毛、鄧以及改革開放後，中國如何有別於其他非民
主國家，或蘇聯、東歐國家一樣在體制變遷後崩潰。她的主要觀點則是從中國
共產黨的革命傳統中去尋找答案。並在研究方法和論點上提出了不同於他人的
看法。

王鑫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
吳心喆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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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在本書中所想要探討的問題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面臨
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問題、體制改革和內外部挑戰，如文革、改革開放、
SARS、金融危機等等，中共為何能持續屹立不搖，而中國的治理模式究竟有
什麼特色，可以支持其政權度過各種問題、體制調整和挑戰。作者強調，在方
法上，本書跳脫了以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或路徑依循為主的分析架構，強調以
回溯的方式來討論中共在面對變革中，中國的治理體系具備靈活和適應性，因
此可適應接踵而來的挑戰，並存續下來，並同時指出過去研究方式的缺失。
本書同時指出，目前的中國研究學者們，往往會從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來尋
找中國為何能在各種衝擊中生存的因素或觀點，但本書認為，中國在面對不確
定性時，其治理模式主要為適應性治理，此一治理模式具備了不斷接受內外
挑戰，靈活調節的內涵，而此一模式可追溯到從毛時代所承襲下來的游擊隊
式的傳統（Guerrilla style），這個傳統是從中共建政前就發展出來的一種生存
模式，作者指出，中共在當時在政治和軍事中均處於弱勢，故發展出一個秘
密、快速、靈活和令人驚奇的戰略。而毛本身也認為，軍事和政治互為一體，
因此在建政後，也將此策略運用在政治之上。此一模式具有幾個特色：權力
和政治是永恆流動的、政策是易變且不受約束的、決策本身是即興且可調整
的、不重複操作、新方法由實驗總結、最高領導決策、地方主動獨立完成、利
用機會消滅對手或建立盟友、利用政治力量或社會矛盾的衝突實現目標等等
（p.12-13）。另外，也要求領導人隨時測試現況的底線，抓住有利的機會、維
持戰略目標，靈活運用戰術、任何方式，無論是傳統、非傳統、國外的，均可
使用、隨時尋找機會增強實力實現戰略目標（p.13）。作者指出，這種方式是
一種領導人具有相當靈活性且政治掛帥的模式，因為其靈活，因此有許多非體
制的手段，與其他以穩定為主的治理模式大不相同，這個模式也不是蘇聯模
式，這就是一種中國自己的模式，這個模式從毛時代延續至今，而甚至在後毛
時代，官僚體系逐漸穩固後，由上而下的政治干預和指導依然層出不窮。
在確立這個治理體系的解釋架構後，裴宜理和本書的共同作者們也在政
策、財務、中央地方、司法、媒體、動員方式等方面進行探討，並找出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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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實際的作為，來驗證本書適應性治理和游擊式傳統的觀點。書中的主要發
現指出，許多毛時代的傳統，雖然無法完全適用於現代中國的治理模式中，但
其風格還是相似，本書並指出，此一適應性治理和游擊式傳統並不是僅限於守
成，而是隨時與時俱進，在上級領導和政治需要的指示下靈活面對問題，因此
不至於使中國在面對危機或問題時陷入崩潰。但作者也指出，此一模式缺失在
於行缺乏政治問責、過度行政決策、分配不公所帶來的地區和社會緊張等問
題，長期來看，則是因為其不民主的根本，因此僅追求短期戰略目標。而作者
也指出，長遠來看，隨著民眾的需求和公眾意識的成長，此一模式仍將面臨挑
戰。
本文最大的特色，也是裴宜理本人在中國研究上的特點，就是回歸中共的
革命傳統來探討中國的治理模式。過往在探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國際影響，
或內部經濟改革後民間對於民主的需求時，常常如裴宜理所言，由制度面、經
濟面來探討中國在面對內外挑戰時，是否會因為扛不住壓力，而自我開始政治
轉型，或甚至崩潰，可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權不但逐漸形成制度化的
接班模式，政治上也尚稱穩定，在經濟危機後，甚至開始以大國來稱呼自身。
鄧小平和中共的幹部在改革開放後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口號，其中「摸著石頭
過河」和「貓論」都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治理模式下知名的原則，直至現今，
這些原則仍然指導了中國的各項改革，強調在不偏離中共統治下，各項政策，
無論中西，若對解決問題有助益，大多會先實驗、調整，然後推廣至全國，只
是名稱調整為符合意識形態所需。而這些現象，也和本書的觀點和想法不謀而
合。因此本書的最大貢獻，也在於很實際的刻畫出目前中國無論是國家或地方
治理的模式和概念，而且本書提出的概念，也能從實際的運作中被驗證，非泛
泛論述而已。因此對從事中國治理模式的學者們，本書提供了一個較為可行的
概念基礎：中國適應性治理模式和實用觀點的來說明為何中共能有效的面對各
項挑戰。但在未來此一模式是否能一直繼續適用於解釋中國的治理模式，則需
要長期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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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學術訊息
2014年1-6月

〔臺灣〕
1.

「兩岸發展經驗比較」學術研討會於2014年3月14日至3月19日，由國立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辦，在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會議廳召
開。本次會議邀請到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牛銘實、北京大學中
國經濟研究中心朗潤講習教授巫和懋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農
村環境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曉毅，分別就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做
開幕專題演講。此外，也邀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寇健文、臺灣大
學政治系教授洪永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晉斌、中華經濟
研究院第二研究所所長陳信宏、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
長彭勃、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陳周旺以及其他來自
兩岸各院校的教授擔任研討會主持人，另有來自上海大學、復旦大學、
上海財經大學、人民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成功大學、世新大
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經濟研究院等學校的發表人，
針對兩岸發展上就政治、經濟與社會等三個層面做深入的交流與探討。

2.

「非政府組織的社會責任及在兩岸互動中的角色」座談會於2014年5月17
日至5月31日，由國立中山大學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在國立中山
大學逸仙社會科學院3001會議室舉行。本次座談會邀請到中山大學校長
楊宏敦作為開幕引言人，在會中由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亞太事務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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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學程主任林德昌、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中山大學逸仙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張其祿、國策研究院院長田弘茂、政治大學第三
部門研究中心主任江明修、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黃長玲教授以及來自
各個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進行座談，針對非政府組資在社會責任與兩岸
互動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來自學界與第三部門的觀點。

3.

「第六屆國會研討會：『九月政爭』後的憲政民主與國會運作」研討會
於2014年6月13日至6月14日，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國會研究中心主辦，在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次研討
會邀請到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羅致政、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兼所長
吳玉山、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林繼文、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業立、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業立、
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業立、
政治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顧忠華、中山大學政治所教授兼所長廖達琪、
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徐火炎以及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黃秀端等
人擔任主持人，與來自中央研究院、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中央大
學、成功大學、南京工業大學、東吳大學、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臺灣
臺灣
灣
大學、臺北大學、中興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正大學、中山大學、臺
臺北大學、中興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正大學、中山大學、臺
北大學、中興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正大學、中山大學、臺
臺
灣藝術大學、臺北大學、淡江大學、文化大學、中原大學以及臺北市立
臺北大學、淡江大學、文化大學、中原大學以及臺北市立
北大學、淡江大學、文化大學、中原大學以及臺北市立
臺北市立
北市立
大學的學者與學生進行座談，從制度分析、國會制度之跨國比較、立法
行為 、立法資訊 、國會監督 、立法過程 、形象與媒體傳播與立法角
色等面向探討國會在九月政爭中的角色。

4.

「第九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2014年9月10日至9月
14日，由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主辦，在開南大學顏文隆國際會議
中心舉行。屆時將由銓敘部部長張哲琛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任秘書
林文燦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詹中原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
授楊開煌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兼主任劉宜君 、總統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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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邱坤玄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署長謝立功與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林江義 等人擔任主持人，與來自開南大學、臺北
臺北
北
大學、成功大學、文化大學、環球科技大學、元智大學、淡江大學、中
央警察大學、政治大學、東海大學、南華大學、銘傳大學、臺北市立大
臺北市立大
北市立大
學、玄奘大學、中央大學、致理技術學院、長庚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
學、臺灣師範大學、世新大學、中華大學、中興大學、國防大學、嘉義
臺灣師範大學、世新大學、中華大學、中興大學、國防大學、嘉義
灣師範大學、世新大學、中華大學、中興大學、國防大學、嘉義
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安徽大學、南京理工大學與深圳大學的學者與學
生，針對多元價值與文官制度變革、行政革新與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多
元價值與全球治理、兩岸與亞太區域發展及治理、公民意識、公民素質
與公民參與、中國大陸發展與政經社演變、移民政策與人力活化與多元
價值與族群政策等議題深入探討。

〔中國〕
1.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學術研討會於2014年1月5日，由上
海東方青年學社和復旦大學中國政治與政府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在復旦
大學文科樓召開。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復旦大學中
國政治與政府研究中心主任劉建軍主持，隨後由復旦大學的唐亞林教
授、上海交通大學的鐘揚教授、復旦大學的陳明明教授、復旦大學的陳
水生博士、華東政法大學的汪仕凱博士進行國家治理的理論研討，及來
自上海市委黨校、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和同
濟大學的學者進行行國家治理的專題研討。

2.

「中國城鎮化與新土改：難點與突破」政策研討會由新型城鎮化協同創
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於1月11日舉辦。該討論會主旨在圍繞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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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和舉措，展開公共政策辯論。本次研討會由中國人
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教授出席並致辭。與會的嘉賓有國務院發展
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劉守英、國土部規劃司原司長鄭振源、燕京華僑
大學校長華生、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討論會由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陶然教授主持。本次討論會的與會學者，主要是針對城鎮化所
引發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與會學者指出，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土地規
劃、相關配套和法令都應該進行審慎的評估和檢討，而政府也應該拿捏
政府與市場間的角色，推動相關的土地改革，並以周圍國家或地區的經
驗為借鏡。

3..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治理研討會於2014年3月7日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舉辦，並同時成立公共經濟、金融與治理研究中心。本次會議主題分為
三部分：中國經濟總體債務狀況、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起因與中國地方政
府債務治理，分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中國社科院、國
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中國上市
公司協會及其他民間單位的官員、專家、學者及分析師與會，試圖找出
中國國債的總體狀況、地方債的起因和解決方案。

4..

國家治理與政策（中俄英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4年4月5-6日，由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聯合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公共行政學院、英國
南安普頓大學社會科學院，在廈門大學共同舉辦「國家治理與政策（中
俄英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主旨為國家治理與政策，並由
比較的觀點，探討中俄英在國家治理與政策方面的改革與轉型邏輯，為
中國國家現代化的課題提供啟示。本次會議有廈門大學副校長、公共事
務學院院長、俄羅斯科學院主席團成員、院士、莫斯科大學公共行政學
院院長、副院長、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英國南安普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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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院、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漢
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
民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
山東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等單位的學者共同參與。

5..

「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於4月25-華東師範大學舉行，
本研討會由中共中央編譯局全球治理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
科學界聯合會、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研
討會主題主要是回應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透過
研討會，希望彙集相關學者的意見，對於國際治理和能力有積極的推進
作用。研討會其中有來自中共中央編譯局、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浙
江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以及華東師範大學等機構的專家
學者參加了本次研討會。與會學者認為，建構科學和組織有效的現代化
國家才能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與會學者並針對黨、政府職
能、社會力量、地方治理創新和他國經驗等五個面向進行討論。

6..

「社會治理與社會創新中心成立暨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研討會由中共中
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杭州市發展研究中心、杭州發展研
究會於5月9日在杭州舉辦，本次會議主要是因應社會治理與社會創新中
心成立揭牌儀式而舉辦。該次會議和該中成立，主要是希望以杭州的經
驗為核心，向全國推廣，並結合高校和政府研究部門，進行並深化社會
治理的研究與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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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較政治研究：現狀、前沿和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4年5月
16-17日，由復旦大學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與復旦大學國際關係
與公共事務學院共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思源報告廳和美國研究中心116室舉
行。會議中邀請來自中國、美國、日本、歐洲等世界多所高校和科研機
構的2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並進行主題演講。本次會議議題分
為四大類：中國的政治發展、政治轉型與穩定、中國的公共治理和政治
網路與意識形態。分別由與會專家根據各自的專長發表文章，並進行討
論。

8..

第十屆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5月17日至18日在南開大學舉行，
本次會議主題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公共治理：理論與實踐」。議題包括
「公共管理的理論與政策實踐」、「地方政府與府際關係」、「都市治理
與城市政策」、「財稅改革與區域治理」、「社會轉型與服務型政府」
等。130餘位來自海外及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大陸兩岸四地，如清
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臺灣大學、臺灣世新大學、臺灣義守大學、澳門大學、美國紐約城
市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的專家學者，發表學術文
章，針對議題提出研究成果及心得，探討如何提升公共管理能力。本次
會議由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致詞，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兩岸四地公共管理
學術研討會理事會、南開大學社科處、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有關負責人
出席了開幕式。本學術研討會由臺灣、澳門、香港、大陸等高校輪流舉
辦，成為兩岸四地公共管理學門的重要學術交流平臺。

9..

第四屆中國社會管（治）理論壇，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
院、中共北京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北京市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中
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中國社會工作協會、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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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辦，並於2014年5月18日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並有四個分論壇：加強法治社會建設、改進社
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健全公共安全體系。

10..

中國社會公共安全論壇（2014）由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績效管理研究會、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於5月24日在華東政法大學松江校
區聯合舉辦。本次會議主要是回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健全公共安
全體系」作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內容，強調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
設，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並以公共安全學科建設、社會
安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研究、社會治理體系與公共安全治理、社會衝突
與群體性事件治理、互聯網與虛擬社會安全、依法行政與公共安全治
理、風險管理與社會公共安全預警等七個議題為會議主要議題。

11..

第五屆中國行政改革論壇將於2014年6月15日，由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
會在國家行政學院召開。會議是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探討現階段我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推進政府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會議主旨是創新政府治理，深化行政改革。本次會議
分設三個專題，分別是：重構政府市場關係，完善政府治理體系；創新
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加快法治政府建設，規範行政權力
運行。

12..

第二期「政治文化、心理與行為研究工作坊」預定於6月27日至7月2日，
在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召開。本次工作坊由南京大學公共事務與地方
治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舉辦。本次工作坊的主題，推進
政治心理、文化與政治行為領域的深入研究，並加強學界同仁的相互學
習與交流，工作坊邀請南京大學、臺灣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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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政治所、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廈門大學、美國
美利堅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及境內外的知名學者到會演講。工作坊並
按「以文赴會」方式遴選中青年學者參與交流，按「研究規劃」競比方
式遴選優秀高年級本科生和碩士生參與學習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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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頁6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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