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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與臺灣雖已分治六十餘年，但在歷史、文化及民族上有著密不可
分的連結與延續，隨著近年來兩岸逐步開放，經濟與社會條件日益接近，即便
兩岸在政治制度與國家體制方面有所不同，但在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上，由於
語言文化的相似性，必定有其值得相互學習與借鏡的地方。臺灣光復以來持續
推動基層選舉，帶動日後的民主化發展，而中國地大物博，在地方治理方面有
許多值得學習的示範樣板。本刊物期許透過兩岸學界分享彼此治理經驗，以減
少所付出的政治與社會成本，使兩岸在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中更臻完善。本期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共收錄三篇研究論文與兩篇書評，並收錄兩
岸這一期以來重要的會議及研討會概要，主題著重於中國的群體性事件、臺灣
環保抗爭歷史與中國府際對外貿易關係，期望能延續過去議題討論，並引起更
多思考與討論。
第一篇為由安徽師範大學孔衛拿講師與郭淑雲研究人員共同發表之〈中國
大陸「群體性事件」概念家族—分類式重構〉，群體性事件為中國社會矛盾的
代名詞，為有效穩定與和諧社會，群體性事件成為現今社會科學學科最熱門的
研究議題，然而中國大陸學界在群體性事件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混用亂象，
本文旨在建立群體性事件的概念性定義，掌握「訴求」、「發生場域」、「規
模」、「組織化程度」及「行動方式」五個基本面向，作為界定區分各類群體
性事件的關鍵性因素，使群體性事件研究概念建構與分類框架更為合理。
第二篇論文〈威權體制下的環境抗爭與政府回應—臺灣經驗的分析〉是由
江西行政學院政治學系講師王江偉所發表，本文分析臺灣80年代至2000年第一
次政黨輪替前威權體制時期下的環境抗爭與政府回應的階段性變化。由於中國
大陸目前也正面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衝突，政府當局要如何回應排山倒海
而來的環境抗爭是亟需解決的議題，而臺灣相關經驗可以提供大陸一些啟示，
面對環境抗爭時應當盡快建立制度化和法制化，且環境抗爭與社會穩定兩者是
可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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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徐晏卓所
發表的〈中國地方政府在對非經貿過程中的合作與衝突〉，則是在探討中國大
陸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對外貿易與交往的合作與衝突，由於中國向來十分強
調中央集權，對於地方政府對外交往過程十分謹慎，但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
不斷加快，地方政府對外貿易關係不斷擴大，中央政府必須透過分權與政策開
放，賦與地方政府對外貿易的權力。本文即以各省市在非洲的投資為例，分析
中央政策在地方政府落實過程中的合作與競爭問題。
最後，本期刊物收錄兩篇書評，第一篇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碩士何媛
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徐晏卓共同撰寫，書目為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作者為Ian Morris教授，探討兩百年來西方宰
制世界的歷史是偶然還是必然，透過比較與分析社會發展推動力，找出近兩百
年來國家興盛與衰敗的因素。第二篇為延安大學政治與法學學院青年教師肖龍
所提供，書目為Lora-Wainwright的《Fighting for breath: living morally and dying
of cancer in a Chinese village》，討論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歷經三十多
年的高速經濟成長，伴隨而來的卻是生態環境破壞和污染問題，中國的環境問
題不只是破壞健康的主因，更是社會不安定的來源，日益惡化的空氣品質，將
導致人民為呼吸而戰。
本期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第三卷第一期得以順利出刊，首先
感謝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黃德福教授鼎力支持，其次感謝兩岸學界
先進投稿，提供論文書評，分享研究成果。最後期望本刊物未來能擴大辦理，
吸引更多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投入，將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發光發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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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概念家族
—分類式重構
孔衛拿

郭淑雲

安徽師範大學

摘

要

概念探究是群體性事件學術研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當前國內學界在群體
性事件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混用亂象，亟需進行整合與重構。通過對國內既有
群體性事件概念的不同表述進行分類與梳理，本文認為，在研究和分析群體性
事件時，應從事件的最基本特點著手，牢牢把握住訴求、發生場域、規模、組
織化程度、行動方式五個基本特徵維度，並將其作為界分各類群體性事件的關
鍵性要素，從而為群體性事件概念的深入解析構建更加合理、貼近本土實際的
分類框架體系。

關鍵詞： 群體性事件，概念家族，事件特徵，體系建構

孔衛拿
郭淑雲

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公共管理系講師，廈門大學政治學博士。
安徽師範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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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
在中國共產黨啟動全面深化改革、積極推進治理現代化的浪潮下，如何創
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最大限度實現社會和諧與穩定，是創新社會
治理體制的一項重要內容。近年來，作為社會矛盾的代名詞—「群體性事件」
的研究迅速進入中國大陸學界視野並得到高度重視，針對群體性事件發生原
因、動因機制、資源動員、應急處置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研究，這些研究實則回
答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方面—「為什麼」和「怎麼樣」的問題，而關乎社會
科學研究中的「是什麼」，即概念的研究方面卻涉足甚少。這種研究不足的後
果是，進入群體性事件研究的初學者往往會遭遇一堆迎面撲來、五花八門的概
念表述，如群體性事件、集體行動、維權抗爭、社會抗議、洩憤事件、社會騷
亂等。事實上，任何人都不能給群體性事件規定一個一統天下的定義，但這並
未能阻擋學術研究在概念界定方面的持續性耕耘。正如艾爾•巴比所說，概念
厘清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是我們就與自己觀念有關的標籤含義達成共識的
過程，要獲得共識基本不可能，不過，要想達成共識也並非無路可走，建立一
套大家都普遍認可的判別標準而不是單純依靠研究者的價值判斷是必行之路
（艾爾•巴比，2005）。
轉承社會科學研究要義與現實研究需要，本文旨在通過對群體性事件概念
的表述進行分類式耙梳，希冀以訴求、發生場域、規模、組織化程度、行動方
式這五個基本維度建立起一套簡單明晰的判別標準，使學界對於群體性事件的
概念能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助益群體性事件概念的研究，增進學者間的對
話與交流，從而為推動社會矛盾預防與化解的改革實踐增添綿薄之力。

貳、大陸「群體性事件」概念表述梳理
「群體性事件」這一概念的界定與表述歷來備受爭議，在中國大陸官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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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其在官方的變遷歷程實為中國在社會轉型期獨特社
會政治結構的縮影。

一、「群體性事件」在官方的語詞形態變遷
新中國成立以來，「群體性事件」這一概念在官方層面有相當長一段時間
的演進史，受不同時期的獨特社會政治結構影響，官方對於這一概念的認識大
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鬧事」表述為主，化解矛盾為綱
20世紀50~70年代末，稱「群眾鬧事」、「聚眾鬧事」。這一時期我國政治
和經濟的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和民眾思想發生了巨大
轉變，「群眾鬧事」是指「少數人鬧事」，包括「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
件」和「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事件」（毛澤東，1977:395）。1957年2月，毛澤
東同志發表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中談到「關
於少數人鬧事的問題」，並將其歸結於階級敵人的煽動破壞、領導的官僚主
義。這一時期界定為「群眾鬧事」、「聚眾鬧事」是相對於敵我矛盾而言的人
民內部矛盾，突出政治性（劉亞靜，2007:26-28）。

（二）強調「治安」概念，穩固秩序為旨
20世紀80~90年代末，稱「治安事件」、「群眾性治安事件」、「突發性治
安事件」、「緊急治安事件」、「突發事件」、「治安突發事件」、「治安緊急事
件」、「群體性治安事件」等。經濟體制轉軌、社會結構轉型促使社會上的各
種矛盾一時之間被迅速激化，諸如非法集會、遊行、示威、靜坐及大規模械鬥
等事件頻繁發生，嚴重影響了社會治安秩序。強調「治安」概念的表述在這一
時期成為主流，最先得到使用的是「治安事件」、「群眾性治安事件」。隨後又
出現了「突發性治安事件」、「緊急治安事件」等類似說法，1994年《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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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察巡邏規定》（公安部發〔1995〕17號）中明文規定「警戒突發性治安事
件現場，疏導群眾，維持秩序」，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了「突發性治安事件」
的概念，著重強調了事件發生的突發性和蘊含的「治安」涵義；突出強調應急
處置的「緊急治安事件」概念最早出現於1994年中辦、國辦發佈的《關於處置
緊急治安事件有關事項的通知》（中辦、國辦發〔1994〕）。公安部於2000年制
定頒佈的《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公安部發〔2000〕5號）中提
到「群體性治安事件」這一概念。

（三）突顯「群體」特徵，口徑趨向統一
進入21世紀後，稱「群體性突發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群體性事
件」等。「群體性突發事件」是在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課題組的研究報告中首次
出現，報告指出它是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由部分公眾參與並形成有一定組
織和目的的集體上訪、集會、阻塞交通、圍堵黨政機關、靜坐請願、聚眾鬧
事等群體行為，並對政府管理和社會造成影響（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課題組，
2002）。「社會安全事件」最初見於200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
應對法》（十屆人大常委發〔2007〕69號）中，該法令認定突發事件是突然發
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採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
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社會安全事件成為突發
事件下的一個分支定義。「群體性事件」作為目前國內使用最為普遍的一個概
念，最早問世於1994年，在2004年中辦、國辦轉發的《關於積極預防和妥善處
理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中再一次提到「群體性事件」這一稱謂（中辦發
〔2004〕33號），2009年再版的《黨的建設詞典》正式收錄「群體性事件」一
詞，自此之後，得到官方認可的「群體性事件」在官方層面初具統領地位。
上述三個階段為我們清晰展示了建國以來群體性事件的概念表述演變歷
程，與馮仕政新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將建國以來「群體性事件」概念演變邏
輯歸為「鬧事」—「治安」—「政治」的觀點不謀而合（馮仕政，2015: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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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性事件」這一概念因其綜合概括性與時代合宜性得到官方正式承認，但
深得政府青睞的「群體性事件」這一概念在學術界卻頗受爭議，目前學界存在
眾多群體性事件概念的類似表述。

二、大陸學界之於「群體性事件」的話語表述
近年來，學者立於不同視角研究群體性事件並對其概念不斷進行推敲，衍
生出一系列相似性概念，呈現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為方便對群
體性事件的概念做深入探討，我們對其概念家族做了一個簡單回顧和梳理（見
表一）。

（一）「抗爭類」概念
近年來，具有抗爭性特點的事件數量明顯增加，我們暫且將學者表述的抗
爭性政治、依法抗爭、以法抗爭等帶有「抗爭」字眼的辭彙歸為一類。肖唐
鏢教授指出中國當下已進入抗爭政治時代（肖唐鏢，2013:91-97），而申端鋒
則在與抗爭政治範式對等的意義上提出了非抗爭政治的替代性框架（申端峰，
2013:42-49）。可歸於抗議策略範疇的表述屢見不鮮，其中以李連江、歐博文
基於國家視角提出的「依法抗爭」最具權威性（李連江、歐博文，1997），而
基於對該表述的質疑和深入分析，於建嶸提出「以法抗爭」，他認為自1998年
以後，農民的抗爭更多地表現出明確的主動性與政治性，並且具有一定的組
織形式，實際上已進入到了「有組織抗爭」或「以法抗爭」階段（於建嶸，
2008:60-63）。應星則創造性地從中國傳統文化出發提出「以氣抗爭」這一概念
（應星，2011）。近年來隨著新媒體的廣泛應用，相繼出現了「依網抗爭」、
「媒介化抗爭」等表述。

（二）「聚群類」概念
這一類概念的主要特徵突出表現為群體性、集聚性。除得到官方正式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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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體性事件」外，單光鼐提出「群聚」這一概念，他指出群眾由於缺乏表
達管道而只能採取「群聚」抗議的手段，「群聚事件」頻頻發生，成為常見的
「非正常行為」（單光鼐，2009）。王國勤認為基於利益表達的「集體行動」
概念是契合當前中國情境的研究社會矛盾或衝突的一個統攝性、規範性和學理
性概念（王國勤，2007:31-35）。

（三）「維權類」概念
當下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態勢與社會處於轉型期這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
促使以維護自身利益和表達訴求為主要特徵的維權行動接連發生。於建嶸認為
維權事件是目前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他認為維權事件可劃分為
農民的「以法抗爭」、工人的「以理維權」和市民的「理性維權」（於建嶸，
2009:114-120）。此外還有側重於說明抗爭性的「維權抗爭」，以及諸如針對特
定群體的「業主維權」等概念，著重強調事件參與者維護自身利益不受侵犯的
特點。

（四）「表達類」概念
近年來，隨著人們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基於表達自身訴求的群體性事件
數量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應星在檢視於建嶸提出的「以法抗爭」和拓展李連
江、歐博文提出的「依法抗爭」概念的基礎上，從草根動員的角度切入提出了
「群體利益表達行動」（應星，2007:1-23）；孔衛拿提出「抗爭性表達行動」
概念（孔衛拿，2011）。立於不斷壯大的弱勢群體角度進行闡釋的該類概念越
來越受到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認可。

（五）「破壞類」概念
現代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是引發社會衝突的關鍵因數，也是破壞社會秩序的
根源。一部分學者以此為切入點，提出了一些具有破壞性特點的概念，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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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亂、洩憤性事件等。馬振超認為「社會騷亂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危害
到了社會公共秩序，嚴重挑戰我黨的執政能力和對社會的治理能力（馬振超，
2008:9-11）。於建嶸將社會洩憤事件列入他的分類體系中，定義為「洩憤型衝
突」，且在參加者、發生機制及行動邏輯等方面都區別於維權事件和有組織犯
罪（於建嶸，2009:117）。

（六）其他相關概念
學術界中還有眾多概念表述無法歸於上述分類體系，如非制度化參與、無
直接利益衝突事件、弱者的武器以及事件類群體性事件稱謂，如廈門PX專案事
件、甕安事件等，這些概念沒有明確展現出上述五類中的典型特徵，因此統一

表一
類別

群體性事件概念家族成員
概念家族成員

抗爭類 抗爭政治 / 抗爭性政治、依法抗爭、以法抗爭、以身抗爭、以死抗爭、自殺
式抗爭、以氣抗爭、以理抗爭、依理抗爭、依勢抗爭、依網抗爭、媒介化抗
爭、就地抗爭、道義經濟抗爭、機會主義抗爭、服從性抗爭、社會抗爭、有
組織抗爭 / 有組織性抗爭、社會抗議、非抗爭政治等
聚群類 群體性事件、集群行為 / 集體行動 / 集合行為、集體抗爭、群聚、群動、群
氓、集體抗議、群眾事件、聚眾活動、大規模聚集事件、群體性集體行動、
群體非法事件、公民集體行動、網路集群行為、網路群體性事件 / 網上群體
性事件等
維權類 維權事件 / 突發性維權事件、維權抗爭、維權行動 / 維權行為、以理維權、
業主維權、理性維權等
表達類 利益表達、群體利益表達行動、抗爭性表達行動等
破壞類 社會騷亂、社會洩憤事件 / 洩憤性事件、有組織犯罪、暴亂、反叛、社會衝
突、反行為、突發性對抗事件等
其他相 非制度化參與、無直接利益衝突事件、鄰避型群體性事件、底層政治、利益
關概念 博弈、弱者的武器以及近年來頻發的事件類稱謂群體性事件，如：廈門PX
專案事件、甕安事件等
資料來源：表中相關概念來源於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CNKI）及網路資源的報導資料摘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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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其他相關概念」中進行討論，但這些概念表述在群體性事件概念研究中
亦不容忽視。
以上對國內學界之於群體性事件概念的表述梳理是為方便研究而進行的簡
單匯總和分類，但不難看出，有一部分概念並不只是嚴格歸屬於某一類，也有
部分概念是遊弋於幾個類別之間的，例如「維權抗爭」，僅從字面意思來看，
可共同歸屬於「抗爭類」和「維權類」概念，而這種交叉重疊式的分類並不能
滿足我們對群體性事件進行系統研究的需要。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它不僅對
該領域初學者的研習造成困擾，而且也不利於學界在研究群體性事件時進行探
討與交流。因此，利用一套科學的指標來構建一個更具完備性概念分類體系，
對於完善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三、「群體性事件」概念家族體系構建
基於以上對群體性事件概念的表述方式進行的梳理與匯總，筆者認為可將
群體性事件的多元特徵內化為以下五個指標作為分類標準，構建科學的概念分
類譜系。

（一）第一關鍵指標：訴求
訴求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源頭，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筆者認為對訴求
取向和訴求程度進行解釋性分析是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關鍵所在。

1. 訴求取向
（1）利益訴求型群體性事件
在社會轉型期，某些強勢群體與集團運用失範手段在損害弱勢群體利益的
基礎上獲取利益導致社會衝突（朱力，2009:69-78），即利益衝突與博弈是轉
型期社會矛盾的主要成因。該類事件主要集中在農民征地、勞資關係、城市拆
遷、企業重組改制等方面。吉林通鋼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由於國企改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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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工人利益相矛盾而引發的一場惡性衝突事件，追本溯源，利益是其核心關
鍵點，要想扼制此類事件的惡性發展態勢，須從這一關鍵點出發，著眼於長遠
發展，促進利益表達、協調與解決機制的優化。

（2）價值訴求型群體性事件
價值因素是聚集者參與集體行為的核心動力之一（張荊紅，2011:73-96），
民眾在應得利益得到滿足之後便開始尋找更高層次的認同及存在感，由環境權
益保護而引發的集體抗爭就是這類事件的典型案例。東陽畫水事件中，本為環
境優美、安靜和諧的村落因農藥廠的遷入而激發了民眾環境危機意識，由此而
形成的集體認同感是擴大該事件影響的主要原因。隨著公民社會的成長與公民
多元化價值認同的發展，該類事件的數量在未來必定迅速增長，因此，防患於
未然，做好該類事件的預警工作是必然之舉。

（3）權利訴求型群體性事件
在公民權利意識逐漸增強與社會權利分配不對等的矛盾下，基於權利訴求
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開始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這類事件的行動者大多是主動追
求某些政治權利，如選舉權、自由權等。王賜江將這類事件歸為基於價值追求
的群體性事件（王賜江，2010:47-53），但出於權利與價值的內在差異性和分類
的細緻化需要，我們將其單獨分離出來進行說明。烏坎事件中，當地村民對村
委會工作及選舉表達不滿並試圖維護自身權利，最終訴求不成卻引爆了一場大
規模騷亂事件。近年來，隨著房地產業的迅速發展，不少黑心開發商通過「一
房多賣」、「雙合同捆綁銷售」、「簽訂霸王條款」等方式牟取暴利、欺騙業
主，為維護自身權利，業主進行集體抗議，上訪頗為常見。

（4）無特定取向型群體性事件
除以上基於利益、價值、權利為訴求取向的群體性事件，社會上還湧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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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以宣洩不滿情緒為主要特徵的事件，劉能將此類事件稱為「無直接利益相
關的群體洩憤事件」，側重說明其非組織化和暴力性（劉能，2011:53-59）。此
類事件偶然性和突發性特徵明顯、組織化程度低、破壞性較大。以萬州事件為
例，僅因「公務員」三個字而升級為一場民眾發洩對政府長期不滿情緒而導致
的大規模惡性群體性事件，其發生機制與過程體現出此類事件的顯著特點。

2. 訴求程度
（1）「改變政策型」群體性事件
近年來社會上湧現出一種怪像：政府部門出臺的政策遭到民眾反對，最終
迫於壓力不得不改弦更張、另尋新策。怒江大壩工程擱置事件與廈門PX事件是
這其中的典型事例。怒江大壩修建的直接受害者群體依靠NGO的活動和聲音首
次影響了中央政府的決策，不久之後發生在廈門的PX事件則是通過集體散步的
方式來獲得了政府的妥協和讓步。類似的成功案例表明民眾權利意識和理性維
權意識主導下的群體性事件對事件的結果及相關政策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2）「依法抗爭型」群體性事件
「依法抗爭」是李連江和歐博文在解釋農民抗爭行動時提出的（李連
江、歐博文，1997），是指運用國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維權，突出表現為「依法
性」。近年來頻頻出現的農民工討薪、居民就房屋拆遷上訪都是此類事件的典
型事例。2007年名震一時的「太太討薪隊」在制度框架內巧妙地斡旋於法律和
政策之間，最終成功討薪。王倫剛將其定義為「依法的非正式的利益抗爭行
為」，他們的這種非正式的行為是在正式的法律框架內進行的，政府也予以默
認，因此「太太討薪隊」確屬於「依法抗爭」的範疇（王倫剛，2009:66-70）。
而民眾因拆遷征地、賠償等問題而上訪的事件中也能看到依法維權的身影。越
來越多的失地民眾拿起法律武器，運用政府頒佈的拆遷補償政策與開發商鬥智
鬥勇，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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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關鍵指標：發生場域
1. 「網路喧嘩型」群體性事件
風險社會的來臨使得社會衝突加劇，而通過網路來表達利益訴求、宣揚價
值追求的事件也與日俱增。學者楊國斌認為網路行動是指通過網路和其他新型
通訊技術開展的抗爭性行動，網路日益同傳統的發生於特定地點的行動相結
合（楊國斌，2013:4-16）。「鄧玉嬌案」、「雲南躲貓貓事件」的這類網路熱點
事件大多是先在現實場域引發，一經網路涉足，便鬧得人盡皆知、沸沸揚揚，
相形之下，事件也容易得到較為完善的處置。因此，對於民眾和政府來說，必
須重視網路輿論場在中國語境下的重大應然價值和實然意義（胡泳，2009:5253），應即時掌握網路輿情、洞悉網路隱含動力，在虛擬的網路空間中實現利
益的權衡與權力的制約，從而穩固現實社會秩序。

2. 「現實依託型」群體性事件
新媒體的廣泛應用使得依附網路而生的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增長，但大部
分群體性事件仍以現實空間為主要場域。因訴求的影響力不同，其發生和影響
的場域範圍自然也有所差異，肖唐鏢教授從全球性、全國性、地區性、社區
性、家族性以及個體性這6個層面進行定位，綜合數據分析認為目前國內的群
體性事件以「地區性」問題居多（肖唐鏢，2012:147-155）。新媒體的廣泛應用
使得媒體和網路在事件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愈漸明顯，有相當一部分群體性
事件傾向於利用多樣化的話語表達方式來擴大事件的影響力。由於群體性事件
的發生發展在現實場域中有較大可伸縮性，一旦形成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在
處置時便會更加棘手，因此，即時監測社會動態、建立健全預警機制是必要之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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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關鍵指標：規模
1. 「零星化」群體性事件
當前國內有一部分群體性事件是民眾以少數幾個人的力量表達訴求，從規
模來看是零星、分散的。城管打人事件、農民圍繞土地而進行的以身抗爭、以
死抗爭等個體維權事件層出不窮，類似的抗爭片段幾乎每天都在上演。雖然此
類事件涉及的個體很少，但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在不斷提高，對社會秩序穩定
的影響也是與日俱增，因而能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而可能因「蝴蝶效應」而
形成的大型抗爭劇碼會對社會和國家產生怎樣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2. 「整群型」群體性事件
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因其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波及範圍廣、破壞性強
等特點歷來備受關注。「甕安事件」、「石首事件」等都屬於「整群型」群體
性事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相當一部分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是由個人或是
少數人的訴求引起，通過網路、媒體等擴展話語表達權，壯大抗爭隊伍，從而
擴大了事件的規模和影響。近年來國家對此類事件也高度關注，國務院頒佈的
《國家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應急預案》中明確表述了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定義並
提出相關應急處置意見。

3. 「延展型」群體性事件
每類事務必有一個折中面，單就群體性事件的規模而言，既不是零零散散
的「個體戶」，也不是浩浩蕩蕩的「專業戶」，介於二者之間存在的這一類中
型規模的事件我們稱之為「延展型」群體性事件。蒂利認為動員並非一個單向
的過程，並將抗爭事件由諸多機制引發的規模轉變分為縱向發展的向上規模轉
變和向下規模轉變（查爾斯•蒂利，2010），事件規模會隨時間延續和事態發
展通過動員、傳播等機制發生轉變，轉變過程的中間地帶就是我們所說的「延
展型」群體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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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關鍵指標：組織化程度
1. 「強組織型」群體性事件
組織化程度，或稱理性化程度，在維權抗爭的動員過程中，由於群體中的
個體行為不同於單獨個體時的行為表現，因此群體成員在實施行動時遵循著一
種速生規範（張書維、王二平，2011:1730-1740），在群體心態的影響下為集體
而行動，從而實現並增強了事件的組織化程度。自2008年以來，計程車罷運事
件頻繁發生，抗議團體內部共有的利益訴求、價值認同通過短信、QQ群等方
式進行即時聯繫溝通得到增強，強大的群體內聚力使他們在面對外界壓力時遊
刃有餘，最終有組織、有規劃的行動促使計程車行業管理中不規範條款得到了
有效整治。

2. 「弱組織型」群體性事件
目前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有一部分可能存在一些隱含的、不易被察覺的組
織體，或是因某些共同的利益訴求而臨時組織起來進行上訪、遊行、靜坐等行
動的臨時共同體，在需要時為了共同目標聚集起來，行動結束後隨之解散，類
似於近日流行的「快閃族」。這一類群體往往表現為在一段時間內因共同的訴
求而集結到一起，但其內部成員的關聯度卻不是很高，其聚合度與離散度也會
隨事件的發展和時間的延續而發生變化，因而其組織性相對較弱。

3. 「無組織型」群體性事件
理性化和組織化只是我們對於群體性事件發展的一種理想狀態，為了更好
地穩固社會秩序，我們有必要引導其朝著組織化和理性化方向發展，但現實中
仍存在大量無組織的、碎片化的事件，這類事件一般表現為行動爆發的不可預
見性、行動過程的不可控性、行動方式的非理性化、行動規模的不確定性及行
動影響的不可估量性。甕安事件中，事件發生無跡象、事件過程無明確組織，
純粹是因為群體情緒的突然爆發引起的洩憤型事件，暴力化傾向明顯，嚴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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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王錫鋅認為無組織的、原子化的社會結構，即使有公
眾參與也是無法帶來理性、有效的公共治理的（王錫鋅，2008:466-493），如何
在多元化社會中通過加強組織化來處理利益矛盾糾紛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五）第五關鍵指標：行動方式
民眾在表達自身訴求時會囿於各種因素的影響而採取不同的行動策略，麥
克亞當等人將抗爭政治分為有節制的和逾越界限的鬥爭（道格•麥克亞當等，
2006:9-11），並認為二者相互作用影響。

1. 「適法型」群體性事件
法律是民眾履行義務、行使權利的依據，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特殊行為規
範。我國官方發佈的法律條文中對於公民依法維護自身權利、有序進行訴求表
達做出了明確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七屆人大常委
發〔1989〕）中規定公民可依法進行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作為訴求程度
較低的事件或部分知法懂法的參與者來說，他們大多傾向於採用不觸犯法律
的、制度內的，諸如靜坐、遊行等相對理性、平和的行動方式，對社會秩序造
成的破壞性較低，亦符合未來群體性事件的良性發展與治理趨勢。

2. 「越界型」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趨向於暴力化、激進化是近年來的一個顯著趨勢，具體表現為
參與者的非理性化、行動方式的暴力化，行動的強破壞性。蔡永順將這種暴
力行為發生的根源解釋為「群體—結構框架」，他認為大量出現的暴力抗議事
件，不論其成敗與否，都會對國家構成巨大的壓力，並迫使其解決社會矛盾的
根源問題（蔡永順，2011:250-270），但出於更加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加之民眾
與政府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暴力抗爭的惡性循環慣性與強破壞性使得此
類事件難以控制。「池州626事件」就是此類事件的典型代表，事發時集聚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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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受到現場氣氛及群體壓力的影響，做出打、砸、搶、燒等嚴重違法行為，嚴
重挑戰了法律權威、破壞了社會秩序。

3. 「擦邊型」群體性事件
法律賦予政府以權力，給予公民以權利，其目的是使二者在法律制度框架
內良性運轉，但現行的適用法律中總是存在「真空地帶」，聰明的民眾則可恰
好利用這一「真空地帶」進行著「踩線不越線」的「打擦邊球」行動。作為
這一行動的主要代表—「散步」行為，在單光鼐看來是民眾合理表達訴求的
管道，是民眾與政府理性互動的趨勢發展階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暴力的
發生（單光鼐，2009），王錫鋅則通過對廈門PX事件的分析認為市民的「散步
事件」是公眾普遍參與意識下的一種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王錫鋅，2008:148170）。
由以上五個維度作為關鍵指標構建而成的群體性事件概念譜系是在吸收借
鑒前研究積累的基礎上，摒棄了之前某些學者以某一特定年份或特定地點所發
生的群體性事件進行以偏概全的錯誤做法，代之以對歷年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
進行綜合分析後的概括性解釋。同時筆者也對部分學者聲稱基於某一顯著特徵
對其進行籠統歸類表示疑問，為保證概念涵蓋的意義多元化，我們應盡可能多
地挖掘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特徵，從多側面、多維度、多視角出發更加條理清晰
地構建群體性事件的概念分類譜系（見圖一）。

參、反思與總結
本文旨在通過對建國以來官方及學術界關於群體性事件概念的表述進行匯
總與梳理，借鑒前人對於該概念表述及分類的經驗，從中提取出五個關鍵性指
標作為概念分類維度，涵蓋了群體性事件從矛盾爆發、事態擴展、引致高潮到
處置落幕的各個階段中表現出來的顯著特徵，將近年來學界湧現出來的眾多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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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群體性事件概念分類譜系圖

念有機地包容進來，使其他學者提出的任何一個概念大致都能夠在本文所提出
的概念分類譜系中找到相對應的一個或幾個指標所指代的概念界定，從而為學
界對於群體性事件的概念及相關研究提供一個相對具有通識性與標準化的概念
分類譜系。同時，有必要說明以下兩點作為反思與補充：
首先，本文提出的概念分類譜系是筆者在對近年來出現的眾多概念表述進
行的分類與梳理，以期作為學界研究時可參考的分類及界定依據，但由於群體
性事件內部的差異性及學界對之概念界定的彌散化，將群體性事件的所有特徵
轉化為分類標準囊括進來有相當大的難度。因此，但出於緊扣研究要點和文章
整體框架等方面的綜合考慮，本文只將學界普遍關注的、對事件的發展及處置
有重要意義的指標作為分類維度，仍有部分特徵並未列入該分類體系中，如群
體類別、事件後果等，但這些對於該領域的研究均不容忽視，細緻深入地研究
每一個可能關聯到的因素是科學研究精神的基本要求。
其次，本文雖試圖對群體性事件的概念構建具有通識性的分類框架，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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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味著過分強調概念的精准界定及過度概化，以至囿於概念界定的怪圈而忽
視了該領域研究的重點。我們的目標就是在對群體性事件的概念做一個基本的
梳理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嶄新的、相對較完備的分類研究框架，厘清群體性事
件概念的混用亂象，在趨向分歧消解、和諧同一的學術氛圍中更好地進行該領
域的深入研究。
群體性事件是社會變遷和轉型的產物，其特徵和類型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
而不斷發生變化，所以，對於群體性事件概念的界定及類型化解釋並不是一成
不變的，經驗研究的正確態度應是緊隨時代潮流，善於經常對其概念進行審
視，對群體性事件的概念、類型及特點與時代相結合，經過重重把關和反復討
論最終達成共識、助益該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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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體制下的環境抗爭與政府回應
—臺灣經驗的分析
王江偉
江西行政學院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台灣20世紀80年代至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前這一威權體制時
期下的環境抗爭與政府回應的階段性變化。1980年至1987年的環境抗爭主要以
自力救濟為主，使用圍堵和身體暴力等較為傳統的抗爭手法，但這一時期政府
對環境抗爭的回應採取了較為克制和容忍的態度，因而環境抗爭也較能取得成
功。解嚴以後，環境抗爭進入一個爆發期，集會遊行成為這一時期主要的抗爭
手法，政府也一改過去對環境抗爭的容忍態度而轉向強力壓制。立法限制和直
接的強制措施被用於應付環境抗爭。但壓制的效果卻是使環境抗爭進一步反彈
上升。在1992年以後，政府更依賴於法律來處理環境糾紛和因應環境問題，逐
漸形成地方化和例行化的抗議處理風格，環境抗爭亦走向溫和化和常態化，發
生暴力的可能性也大為降低。台灣經驗對於大陸而言可能的啟示在於：一方面
在面對環境抗爭時應當盡快建立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因應方式；另一方面包括環
境抗爭在內的社會力本身即是制度和法治發展的動力。因而在允許抗議表達和
維護社會秩序之「魚」與「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關鍵詞： 環境抗爭、維權體制、社會秩序、政府回應

王江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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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飛速發展，環境污染越來越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
題。2015年年初前央視著名記者柴靜推出紀錄片《穹頂之下》引起社會關注和
轟動，也再次聚焦了民眾對於環境問題的認識和思考。而對於長期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並將仍然以「經濟績效」作為執政合法性要素的中共而言，如何克服
因環境問題所引發的社會抗議和群體性事件以維持社會秩序和穩定將是目前的
一大挑戰。臺灣也曾經有過一段因經濟發展帶來環境破壞而引發民間持續的環
境抗議風潮，台灣的經驗對於大陸如何因應環境抗爭或許有值得參考啟發的地
方。相比於臺灣學者對於環境抗爭何以發生、發展和持續的探討，本文更側重
於關注發生環境抗爭後的政府回應。本文也不試圖做一個解釋性的研究，而更
多地從描述性的角度來敘述環境抗爭和政府響應之間的互動。其目的是希望透
過對臺灣經驗的描述性探討中，得出一些可能對目前大陸因應環境抗爭具有啟
發性的結論。
在時間跨度上，本文聚焦於1980至2000年威權體制下的臺灣環境抗爭，原
因在於，這一階段的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境況較為契合。同時，臺灣在2000年第
一次政黨輪替之後，逐漸步入民主鞏固階段，亦不同於傳統的威權體制。監
管沒有這一時間跨度內完整的環境抗爭統計資料，但是蕭新煌（1997）和何明
修（2006）兩位教授的研究工作已經為後續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他
們主要基於新聞報紙上對於環境抗爭的報導，分別對1980-1996年和1980-2002
年環境抗爭事件進行了統計，雖非「整全」的資料，但從兩位的研究統計中仍
然可以看出臺灣環境抗爭數量分佈的歷時性階段變化特點。如圖一所示，在自
1980年至1987年解嚴以前，臺灣的環境抗爭數量較少，1987年解嚴至1991年環
境抗爭數量急劇上升，至1991年是一個高峰，此後自1992年開始逐漸趨於平
穩，進入一個常態化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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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臺灣環境抗爭數量的分佈（1980-2000）

李丁讃和林文源（2003）根據環境抗爭所使用的抗爭手法，將此一時期內
的環境抗爭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肢體抗爭的階段（1980-1986）、遊行示
威的階段（1986-1993）和專業遊說的階段（1993-2000），並從社會運動組織
技術運作的角度解釋這一抗爭形式的轉變。另外，何明修教授則從環境抗爭所
面對的不同政治機會結構，也將臺灣的環境運動劃分為三個階段：1980至1986
年為環境運動的開端；1987至1992年為環境運動的激進化階段；1993-1999年
為環境運動的制度化階段（何明修，2006）。在時間點的劃分上，本文基本上
參考和接受上述的分段。對比圖二與圖一，我們會發現：圖一顯示了當臺灣與
1987年解嚴後，社會力噴薄而出，各類抗議事件頻發（吳介民，1990；張茂桂
等，1992），環境抗爭也於該年攀升。然而，圖二則表明暴力或者說衝突性的
抗爭並沒有長期持續，在環境抗爭數量達到最高峰的那年，集會遊行中的傷亡
人數反倒是下降到了一個比較低的點。因而本文感興趣的是，當面對民眾日漸
覺醒和提升的環境意識以及環境抗爭不斷湧現的臺灣社會，政府採取了哪些措
施，是如何因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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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歷年集會遊行傷亡人數

資料來源：轉引自李丁贊和林文源（2003）。

在探討政府響應集體抗爭的文獻中，Piven和Cloward曾揭示出民主國家政
府回應集體行動的四種模式，分別是容忍、鎮壓、讓步以及讓步和鎮壓的結合
（Piven and Cloward, 1977:27）。Tilly的研究則指出政府有三種響應來自社會
挑戰的方式，即鎮壓、協助和容忍（Tilly, 1978:100-135）。此後不少研究者也
是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來探討政府對於集體抗爭的響應，比如童燕齊和雷少華
（2010）認為中國政府回應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會採用容忍、調解、懲戒官員和
使用武力四種方式。而蔡永順則將中國政府回應集體抗爭的行為分為讓步、帶
有懲罰的讓步、容忍和鎮壓四類（Cai, 2010:5）。這些研究無疑為我們對抗爭
政治之政府響應的探討提供了洞見，但針對某一具體的抗爭類別而言，比如本
文所要探討的環境抗爭，政府的回應除了包括針對抗爭行動本身的回應外，還
應包括對於抗爭訴求所指向的社會問題（即環境問題）的回應。因而本文所指
稱的環境抗爭的政府回應，大體而言包括政府對於抗爭行動的回應和對於環境
問題的回應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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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抗爭顯現與政府容忍（1980-1986）
由於仍然處於戒嚴時期，民眾的抗爭比較多的會選擇體制內的管道表達訴
求和尋求救濟，符合法律規定的陳情、請願自然成為優先選擇的抗議表達方
式。然而，當這些體制內管道無法達到民眾的預期效果時，衝突性程度更高的
集體抗爭行動便會爆發出來。「台中縣反三晃農藥廠運動」和「新竹市水源裡
反李長榮化工廠運動」便是這時期的典型環境抗爭事件。從這兩起抗爭事例
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環境抗爭多為地方居民遭受污染後的自力救濟
性質，使用諸如陳情、圍堵等較為傳統的抗爭手法，地方領袖充當抗議的組
織者，組織化程度較高，「地方化特點和草根性格」（何明修，2001）頗為明
顯。但越到接近解嚴時期，也出現了比較現代的抗爭劇碼，1986年爆發的反杜
邦設廠抗議是典型的例子。
比較「反杜邦案」與「反三晃案」和「反李長榮案」，儘管這三起環境抗
爭案例均取得了成功，但「反杜邦案」更具有突破性意義。它改變了過去局限
於當地抗爭的模式，將抗議的層次提升，也成功地吸引了社會力量的支持。尤
其是在抗爭手法有了很大的突破，使用了遊行示威抗爭的新形式。考慮到臺灣
當時仍然是處於戒嚴法制狀態下，對於考察政府回應而言，「反杜邦案」也是
一個更具有觀測意義的典型案例。
在戒嚴法制狀態下，一系列限制公民自由的法律一方面限制了民眾的抗議
表達，另一方面也構成為政府處置民眾抗議的法律依據。其中最為主要的是
1949年5月19日發佈的《戒嚴令》，其規定「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
請願等行動」，且「意圖擾亂治安，聚眾暴動者」，可依法處死刑。後為配合
《戒嚴令》的執行又頒佈了《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
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考慮到這些法律的存在，上述三個案例中所呈現出
的抗爭行為，比如結社、圍堵和抗爭中的打砸等，尤其是「反杜邦案」中的遊
行示威以及赴「總統府」集體請願，均已越出法律之外。而這三例環境抗爭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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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例外的取得了成功，這一方面反映出80年代以來社會力對既有體制持續的
衝擊導致了政治管制的鬆動，另一方面也確實反映出政府在面對民眾的環境抗
爭時，採取了較為克制和容忍的態度。
在面對民眾的環境抗爭和日益顯現的環境污染問題時，政府也採取了一
些較為正面回應的因應措施。在反杜邦設廠抗爭中，行政院長俞國華就層指
示要「兼顧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並且為響應反杜邦運動，「行政院」成立
了環境保護小組（何明修，2006:122）。1987年7月，公佈了《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組織條例》，依該條例，臺灣最高環境主管機構從原先的「行政院衛生署環
保局」升格為「行政院環保署」，各級政府相應成立環保局。1987年10月公佈
《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宣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在經
濟發展過程中，如對自然環境有重大不良影響者，應對環境保護優予考慮」，
並將健全法律規範體系列為首要工作。一系列地舉措顯示出政府開始正視日益
凸顯的環境問題但在解嚴之後面對大量社會抗議的衝擊，政府的回應方式卻也
即刻轉向。

參、政府回應轉向壓制（1987-1992）
1987年7月15日，臺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長期壓抑的民間社會力量
噴薄而出，臺灣開始進入自由化時期。對於社會運動而言，解嚴最為重要的解
除了套在民眾頭上的各種限制公民表達自由的法律，公民獲得了言論、結社
和集會遊行自由。不過，在解除戒嚴的同時，政府為防止社會上可能出現的失
序狀態，也做出了一些因應之策。其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在解嚴半年後的1988年
1月即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這部法律雖然賦予公民合法的集
會、遊行和示威的權利，但對權利的行使加諸了相當的限制。這部法律總共35
個條文，其中保障集會遊行的僅有5條。除了集會遊行法外，為因應解嚴後的
形勢，又於1989年1月20日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人民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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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結社的權利，但主要也是為規範該權利行使而訂定。
具體到環境抗爭，解嚴後政府對於環境抗爭的回應逐漸出現了與前一階段
不同的處理方式，並逐漸轉向壓制。分析這一時期發生的重要環境抗爭案例，
能夠較為明顯地觀察到政府響應方式的轉變。解嚴後發生的「後經反五輕運
動」和「高雄縣林園事件」可以說明這點。
在「後經反五輕運動」中，儘管最終後經居民獲得了高額的回饋金，但抗
爭的訴求並沒有得以實現。而且反五輕案在民眾抗爭與政府回應兩個方面均與
解嚴前的環境抗爭不同。在民眾抗爭方面，反五輕案的抗爭手法更為豐富多
元，既有傳統的圍堵，也有現代形式的遊行示威，並且開創了「公民投票」這
種新的抗爭方式。而在政府回應方面，員警處置對於暴力不再容忍，以法律的
名義使用了逮捕、驅散等執法手段。並且司法手段也在這起環境抗爭中被運
用。因之可以說，在回應高雄反五輕抗爭中已顯現出政府對於環境抗爭較為容
忍的態度已經發生改變。如果說這種改變是在面對民眾環境抗爭而被迫做出的
話，那麼在經歷了「高雄縣林園事件」後，則更顯示出政府對於環境抗爭採取
了更為主動的壓制策略。
「林園事件」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創下了台灣第一高額公害賠償的記錄。
這個抗爭事件的成功，也引發了此後多起公害索賠事件。為因應這種局面，
1989年2月，「環保署」提出公害糾紛處理十項不可接受條件（行政院環保署，
1992:40）。其中包括「未經調查或鑒定對未確定之污染要求補充或賠償」、「未
經調查或鑒定以證明個人因污染而受害者要求補充或賠償」、「要求對運用暴
力脅迫反制公害之行為人，給予金錢或其他物質」等條款均為不可接受之條
件。此後，1990年10月，行政院長郝伯村又針對公害事件處理做出指示，提出
六大處理原則，其第二條為：「在未鑒定污染責任前，無論公民營事業者，一
律不得接受要脅賠償」（行政院環保署，1992:41）。「十項不可接受條件」和
「六大原則」明顯帶有行政強制意味，顯現出政府對於環境抗爭的壓制態度。
從「後經反五輕運動」和「林園事件」兩個案例中，可以看到解嚴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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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環境抗爭時，綜合運用了員警強制措施、行政命令和司法訴訟等多種應
對策略，這種轉向，或許與解嚴後整個社會大量湧現出社會抗爭，社會秩序
似乎要失去控制有關。在解嚴後對政府衝擊最大的抗爭事件是發生於1988年5
月20日的農民抗議，這起事件最後演變成延續一天一夜的街頭流血事件（何明
修、蕭新煌，2006:90-91）。面對這種社會境況，政府對民眾抗爭轉向強硬似
乎是自然的反應。然而，當整個社會力正以加速度湧出的時候，政府的壓制卻
不但沒有效果，更有可能適得其反。從上文的圖一可以看出，環境抗爭並沒有
因為解嚴後初期政府對抗爭的壓制而下降，反而是在1991年竄至最高點。並且
也是在這一年發生了備受社會矚目的「北桃四鄉公害求償案」。桃園沿海四鄉
組成「林口電廠公害求償委員會」，發動鄉民圍堵電廠，索要高額賠償。該事
件亦引發多地要求損害賠償的骨牌效應。這也正說明，政府的壓制方式並不湊
效，而要有效因應越來越多的環境抗爭事件則必須另尋他途。

肆、政府回應的法制化（1992-2000）
如圖一所示，台灣的環境抗爭在1992年開始下降，此後逐漸趨於平穩，沒
有太大波動，這或許與自1992年以後，政府對環境問題的回應逐漸步入法制化
有很大關係。首先是分別於1992年2月1日公佈的《公害糾紛處理法》以及1994
年12月30日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法》對將環境問題的制度化解決發揮了關鍵
性的作用。《公害糾紛處理法》第一條言明「為公正、迅速、有效處理公害糾
紛」而制定本法，亦可顯現政府解決環境公害糾紛的迫切心裡。那麼該法執
行的實際效果如何呢？據行政院環保署的說法，該法尚未制定之前，「致使糾
紛的醞釀與演變充滿非制度性的脫序現象，自公害糾紛處理法公佈實施後，
已逐漸導入法定正軌，重大公害糾紛事件呈逐年遞減趨勢（行政院環保署，
2003:404）。
如果說《公害糾紛處理法》是針對公害發生後的事後救濟措施，那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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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制度的建立則是用來事先預防並減輕開發案或政策對環境造成污染和
破壞的方法。1994年12月30日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法》其立法宗旨為「預
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籍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第1
條）。並且該法規定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中的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
的三分之二（第3條）。與《公害糾紛處理法》一樣，在委員會中吸納專家學
者無疑是很大的進步，它表明參與環境決策的體制內管道已經開啟。稍顯不
足的是，普通公眾，尤其是受環境污染的居民以及環保團體尚未進入此種參
與管道。這也是環評法出臺後一直受到批評的原因（葉俊榮，2010）。有學者
統計，自環評法通過以來，至2009年8月止，共有環評案件1,320件，其中一階
段的說明書750件、二階段的評估報告書119件、差異分析報告192件、變更內
容分析206件、其他53件（湯京平、邱崇原，2010）。《環境影響評估法》的制
訂，使環境評估成為可能影響環境生態之開發案執行前的必經程式。至2002年
台灣《環境基本法》通過後，台灣的環境保護和環境糾紛處理的基礎性法律架
構得以奠定。
除了環境保護方面的立法因應之外，在具體應對環境抗爭方面，自1992年
之後，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也許是意識到，對抗議者採取強硬措施，很容
易招致反彈導致衝突升級，政府在這一階段改變了回應抗爭的策略。儘管1992
年修改《集會遊行法》雖然沒有對法律做實質性改動，也仍然是採取許可制。
但是管制性的意味大為減弱。據統計，一方面在90年代申請集會遊行而未獲許
可的每年不超過10件，即絕大多數集會遊行申請獲得許可；另一方面在19911996年六年間，每年未申請的集會遊行數量高達1,000件以上，但警方對此並沒
有採取積極的壓制行動（何明修、蕭新煌，2006:141-42）。在這個時期，員警
的角色更多的是街頭執法者。而司法也很少被用來對付抗議者，以反核運動為
例，僅在1994年的反核遊行中，有三位抗議領導者因違背集會遊行法而被判拘
役和罰金，而在此之後不再出現反核人士因為舉行遊行而被起訴與判刑（何明
修、蕭新煌，2006:1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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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教授將這一時期的政府回應稱之為「例行化和地方化的抗議處理」
（何明修，2006:164）。所謂例行化，就是指政府不再將社會抗議視為敏感事
件，不再視之為是對體制的對抗，而將其視為是一種常態的社會現象，以常態
的例行化方式處理而非以非常態的危機應對方式處理。所謂地方化是指，抗議
處理的主導權從「中央」下放到地方，「中央政府」盡可能地避免直接介入到
環境抗爭中，而讓地方先承擔第一線處理工作。其好處在於由此可以避免抗爭
者籍由將抗爭衝突升級以吸引更高層在政府關注的方式來尋求問題的解決，因
而民眾的抗爭也逐漸傾向於避免採取高度對抗的抗爭手法。抗議處理的例行化
和地方化使得此一時期的環境抗爭更為溫和化和常規化，逐漸具有了西方「社
會運動社會」（Meyer and Tarrow, 1998）的特點，雖然社會抗爭仍然較為頻
繁，但抗爭的衝突性和暴力性大為降低。

伍、結論
台灣在20世紀80年代的環境抗爭主要以地方性的抗爭為主，使用諸如圍
堵、封鎖、身體暴力等較為傳統的抗爭手法，多為民眾因為受到環境污染而發
起的自力救濟行動。儘管環境抗爭的手段為當時的法律所禁止，抗爭中也出現
打砸等暴力行為，但政府在回應這一時期的環境抗爭時，採取了較為克制和容
忍的態度，也使得這一時期的環境抗爭較能夠實現抗爭訴求，取得成功。解嚴
以後，環境抗爭進入一個風起雲湧的階段，集會遊行成為這一時期主要的抗爭
手法，政府也一改過去對環境抗爭的容忍態度而轉向強力壓制。不僅通過《動
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和《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來限制公民的集會和
結社權利的行使，也使用直接的強制措施，諸如命令解散、強制驅散、逮捕以
及司法訴訟等方式應付環境抗爭。不過政府的強硬壓制並沒有起到所預期的效
果，環境抗爭反而進一步反彈上升。強力壓制無濟於事，在1992年以後，政府
逐漸更為依賴於法律來處理環境糾紛和因應環境問題，《公害糾紛處理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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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的相繼出臺奠定了回應環境問題的基本法律架構。而在面
對環境抗爭時，政府對於集會遊行的許可管制也進一步放鬆，員警的角色更多
地在於街頭執法和維護秩序。民眾抗爭被視為一種常態社會現象，政府逐漸形
成地方化和例行化的抗議處理風格，這樣的回應方式也促使民眾抗爭的方式轉
向溫和化，發生暴力的可能性也大為降低。
台灣環境抗爭與政府回應的經驗，可以呼應一些已有的理論研究。首先是
抗爭政治中的「政治機會結構」理論，有關社會抗爭與政府回應之間的關係是
該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學者普遍認為，民眾的抗爭行為始終是處於既有的國
家體制和法律架構之中並受其制約，而民眾的抗爭手法和行動策略的創新和改
變也會促使政府調整相應的應對方式，並反過來又影響到民眾的抗爭行動。因
而抗爭行動和政府回應是共生發展的關係（Oliver & Myers, 2003; della Porta &
Tarrow, 2012），或者說政府回應是理解抗爭行動的一個重要變數。從台灣環境
抗爭與政府回應的歷史脈絡來看，基本上可以驗證「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的這
些觀點。而這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的啟示在於，面對社會上大量出現的環境抗爭
事件，強力壓制並不是理想的選擇，反而會使得衝突升級，抗爭的暴力性愈加
難以化解。政府回應當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將環境抗爭視為社會常
態，允許公民的正當表達權利，政府的職責在於維護社會秩序而非壓制權利主
張，在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中裨能使抗議的衝突性和暴力性得到化解。
然而，更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在於，在一個威權體制下，如何能夠讓政府甘
願用制度和法制來約束自己並給予民眾表達的權利？這又涉及到另一個理論脈
絡，即社會運動和法律發展之間的關係。在過去的社會運動研究中，研究者
較為關注的是社會運動中法律動員的角色與作用（McCann, 2006），而較為忽
視了社會運動對於法律發展的推動作用的研究。在解釋法律發展的研究中，
Moustafa在探討埃及這一威權國家緣何會願意建立憲法法院並推行違憲審查
時，其指出是因為需要吸引外商投資發展經濟，為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而以司
法審查來約束行政權力（Moustafa, 2003）。不過，經濟發展推動法治進步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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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思路也被Clark所質疑，作者舉中國大陸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例子證明，這些
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卻仍然沒有建成一個有效的法律體系（Clark, 2003）。
由此可見，法治發展的動力需要另外尋找。從本文對台灣環境抗爭與政府回應
的經驗分析可以看出，威權體制下的政府逐漸走向以法制化的方式回應環境抗
爭，實際上更多的是源自於環境抗爭這一社會力不斷施壓的結果。從更廣的層
面來比較，台灣和大陸先後在六七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將重心轉向經濟發展並
取得很好的成績，但是前者建成了一個法治社會，後者仍然在朝向法治的途中
艱難前行。其主要的差別或許就在於台灣自八十年代起有一股社會力的發展和
成長。因而台灣經驗對中國大陸的另一個啟示便是，法治發展的動力，包括環
境法治的建立以因應環境抗爭事件，仍然需要仰賴於社會力的成長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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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方政府在對非經貿過程中的合作與衝突
徐晏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摘

要

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對於地方在對外交往過程中的分權一直頗為謹慎。
但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省、直轄市地方政府越來越多的參與到對
外政治經濟關係中來。多數中國學者認為這種地方分權現象，在中國現有治理
模式中，更多的體現為中央對地方行政管理的向下分權，透過政策開放，授予
地方政府對外經濟交往的權力。在實際經貿合作中，一方面，由於在對外關係
中，中央政策對各省份直轄市的傾斜和開放梯度的不存在較大差異， 地方政
府有了相對更平等的政策機會，利用中央政策和資金進軍海外市場。但另一方
面， 與外界通常認為的，中央組織「國家隊」「走出去」模式不同，各省市在
對外經濟交往中，並未形成有效的梯隊合作，相反，往往存在著嚴重的競爭現
象，比如，中央政策執行發生偏差，各省市之間搶投資，搶資源等等，本文旨
在以各省市在非洲的投資為例，分析指出中央政策在地方政府落實過程中的合
作與競爭問題。結合中央大力推動在非經貿合作投資的背景，本文旨在為如何
更好地在地方落實中央對外政策提出建議。

關鍵詞： 中央政策、地方政府、非洲、對外事務分權

徐晏卓

英國杜倫大學政府與國際事務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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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央政府不斷放權（分權）的過
程。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放權有兩方面含義，即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權與政府
向民間社會放權（鄭永年、單偉，2009:2-4）。在此放權過程中，地方政府和
民間社會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權。隨著中國不斷融入全球化，地方政府，國有企
業，私營企業，成為國際經濟舞臺上重要的力量，也是推動中國「走出去」戰
略的主要踐行者。地方政府，民間社會活躍在全球經濟領域成為比較突出的現
象，也成為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趨勢。這一現象，成為了改革開放以後，地
方，部門，企業三個領域放權之外的，又一個放權領域（蘇長和，2010:8）。
這一層次的放權為中國地方政府，企業的國際行為和地方政府與次區域經濟合
作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和推動。

壹、中央政府在對外事務中的分權現象
從西方憲政體制上來講，中國不是一個聯邦制國家，理論上亦不存在對外
關係中的分權問題。對於地方政府參與國際事務這一現象，從中國學者的角度
來看，認為權利的歸屬，無論在單一制國家還是在聯邦制國家都不是絕對的
（陳志敏，2001）。儘管從狹義外交的角度上看，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無權涉
及對外事務，因為其地方政府不是行政權力（包括軍事，外交，貨幣管理等）
的擔當者（應松年、薛剛淩，2001:8），但從內外政治聯繫的事實角度考慮，
地方政府，企業，民間團體參與到國際事務當中，踐行中央外交政策也是不容
置疑的事實。因此，從實際角度考慮，單一制國家同聯邦制國家類似，通過國
家分權，授權，放權等形式，給予地方政府或者州政府一定限度的參與對外
關係的權力，從而使地方或者州逐步活躍在國家的對外關係領域（蘇長和，
2010:8）。
中國作為單一制政體，同時又是一黨制國家，在對外政治經濟事務方
面，往往被西方學者認為是國家專權（state monopoly）或者國家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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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nlly, 2002:1-8; Li, Liu & Wang, 2012:1-65; Krahmann, 2009）。在這些學者
看來，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參與外交事務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隊伍」，即
由北京政府牽頭，由中央各部委（主要是商務部，外交部和財政部）提供政策
支援，地方政府或大型國有企業為支柱，通過政策性銀行的資金擔保，使得在
海外投資或者經營的中國企業獲得比一般西方跨國公司更多的政策和資金保
障，從而搶佔海外資源或市場。反過來，這些國家級國有企業，省級國有企業
在海外所獲得的資源或者援助專案，也對北京政府回饋了相應的政治和經濟利
益。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指出，中國的實際治理過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中
央集權，國家壟斷，相反更多地表現為「碎片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Mertha, 2009:996）。即在中國政府決策的過程中，最高層
政策制定者與基層政策執行方並未有外界想像般地整齊劃一，「相反決策權被
縱向和橫向高度分割的決策部門和平臺所共用，決策過程充滿了不同機構之間
的競爭與衝突，使中國的重大經濟和社會決策不得不依賴於部門或系統之間反
反復複的博弈和協商」（樊鵬，2013）。這些機構之間的利益博弈，在中國對
外事務過程中亦然。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也收到
越來越多的因素和利益團體的影響。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在對外事務中，往往
兼顧中央政策和其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說，與國家壟斷，北京政府成立「國家
隊」進軍海外市場的假設不同，在實際過程中，專案的執行往往是中央政策，
地方利益與企業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相互妥協的結果。
由此可見，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涉外事務中並不是完全的上下級關係。若地
方政府充分中央政府提供的涉外資源，與其他部門，省市，企業分工合作，則
有助於拓展中央的外交力量；而相反，若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對外事務中
出現角度不一致或利益衝突，則以國家為中心的外交政策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響。在以往的研究中，討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對外活動中的分權現象，在
政治外交領域比較容易達成一致，即無論聯邦制國家還是單一制國家，中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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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與地方政府的政治行為之間仍然是從屬關係的問題，這是由主權國家的根本
體系決定的，是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但是在涉外經濟活動中，究竟是犧牲地
方，企業經濟利益維護國家外交政策，還是維護地方企業利益，犧牲中央外交
形象，需要在利與益；政治與經濟之間取得平衡。因此本文選取經貿作為切入
點，以進一步分析地方政府，企業與中央政策之間的合作與衝突的具體情況。
另一方面，以往的文獻討論地方政府參與國際事務① 往往集中在具有國
際影響力城市，比如香港澳門作為中樞參與亞太經濟（殷舒，2003）；重要
省份，比如沿海省份承擔外事活動（呂拉昌，1997）；以及邊境次區域經濟合
作，比如，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白如純，2010）。這些地方政府所面對
的國際合作體系相對穩定開放，較為良好的海外政治經濟環境為地方政府享受
國內分權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環境。但隨著中國海外市場的不斷擴展，地方政
府，企業不可避免的將觸角延伸至一些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和國家，往往存
在政治不穩定，經濟發展水準落後，政府治理混亂等問題，對地方政府，企業
在海外經營合作，中央政策通過地方政府，企業實施外交政策製造了更大的挑
戰。因此，本文選取中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非洲的競爭與合作作為案例，
以期更好檢驗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更大可能的突出地方政府，企業與
中央政策的博弈關係。

貳、中國地方政府在非洲
一般情況下，地方政府參與國際經濟事務往往受到四方面的影響：中央政
策，地方政府利益，國際制度，以及東道主國家的法律法規。中央政策推行對
非戰略，關鍵性目標在於政治上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增強軟實力；經濟上確

①

此處地方政府指得是被中央政府承認的地方政府機參與國際事務，但並未包含一些地區
分裂勢力與境外組織，比如熱點紛爭地區，西藏與南亞國家關係，新疆與土耳其民族主
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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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能源來源的多樣化，保障國內能源安全。因此，中國企業、特別是國企在執
行「走出去」戰略過程中，在非洲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投資設廠
和承接各種中國援非專案。而中央在協調各省份在非洲的角色中，更多地期望
建立互補合作的多層次外交模式。地方政府則更多著眼於地方經濟利益，一方
面，地方政府在非洲爭奪的不再僅限於由中央集中掌管的資源和政策，而是大
量分散在各種不同類型非洲國家中的潛在機遇。因此，地方政府參與非洲經濟
發展的吸引力，並不完全取決於該省份或政府享有多少政策性分權或特權，而
是該政府的管理水準，對國際標準的執行力和對東道國市場的適應力，另一方
面，與以往文獻中指出的中央政府依靠「幹部任命制」控制地方政府和大型國
有企業領導人政績的論點不同。
在筆者訪談過程中，有學者② 表示，通過人事任命安排的方式並不能有效
地促使地方領導人將中央政策放置於地方利益之前。因為地方領導人的政績考
核標準外部化為具體的經濟和社會目標。地方經濟利益的顧忌與地方領導人升
遷並不矛盾。在實際過程中，地區領導人和大型央企負責人往往掌握實權，工
資待遇高，並不一定樂於升遷到更高的職位，所以在執行中央政令過程中，
會優先考慮地方利益和企業經濟利益。在國際標準方面，儘管非洲的政治，經
濟，社會發展比較落後，但由於大多數非洲國家受到其殖民宗主國的影響，往
往對國際標準的接受認知程度並不輸于中國同行，而且西方的政界和媒體也通
常應用國際標準檢測評估中國在非洲的行為，並對中國政府施壓（比如，中石
油在蘇丹），這種國際標準的壓力，也成為形塑地方政府在非洲決策的又一力
量。同時，非洲國家往往政治動盪，社會不穩定，一些非洲政府政令朝令夕改
現象頻發，法治薄弱，權力尋租，政府部門對經濟的不當干涉也增加了中方執
行方在非洲投資，援助的難度。在應對國際標準的檢驗中，中國地方政府可以
通過提高自身管理水準等方式予以彌補，但面對非洲國家的政治風險，地方政

②

訪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訪談時間為201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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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企業不得不向中央政府尋求保護，通過外交手段，保護自身經濟利益。
簡言之，前文指出的四方面影響，動態形塑和影響了中國地方政府和企業
在非洲的實際執行。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和企業在非洲的利益
並不一定完全相吻合，而作為中央政策的執行方，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是受到
其他三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央政府並不是資源完全的控制者和分配者，而是影
響地方政府在非洲經貿合作的重要一環。而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國有企
業與國有企業中間，並不是依附在中央政府「國家隊」下的隊員，而是在非洲
市場中相對獨立，互相合作與競爭的個體。

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非洲合作
中國地方政府在與非洲經貿活動中一般充當中央政策的執行者，範圍主要
涉及貿易，投資，對外援助等等。大多數地方政府以組織考察團，開展貿促
會，提供優惠貸款引進優秀企業投資非洲等形式，系統地推動了其在非洲的經
貿活動。以往省領導率考察團赴歐美日本，現如今，開始關注非洲國家。在地
方政府與非洲國家經濟往來過程中，由於非洲國家政治不確定因素相比歐美等
成熟型市場高很多，因此更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政策支援，比如在尼日利亞的選
舉型政治體制下，不成文的規定是該國總統由北部穆斯林和南部基督教推舉的
候選人輪流擔任，新政府上臺後，很容易對前任政府所簽訂的合同不予以承
認，這樣受損失的中方企業必須向中央政府尋求外交領域的斡旋，甚至是國家
領導人出面向尼方施壓，以解決問題。同時，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經濟結構單
一，還款能力差，稍有差池，很容易形成呆帳死帳，因此，中央政策性銀行的
風險評估和資金支援，為進軍非洲市場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了金融保
障。此外，對於一些在國內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省份，在面對海外市場時，與
其他傳統政策傾斜省份所獲得的中央政策支持大致相當，因此獲得了比國內更
多的機遇。比如，雲南省政府與非洲國家頻繁的往來和互訪，甚至超過了許多
沿海經濟發達省市，為雲南地區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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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非洲衝突
儘管在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支持下，涉非的地方政府與企業與比西方同
行相比獲得了更多的政治和資金支援。但事實上在更多的時候，由於地方經濟
利益與中央政府的衝突，使得政令難以在非洲得到充分執行。首先，在非洲
開展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專案施工的企業80%以上是省級國有企業（劉青海，
2014），使得中央政府難以控制這些企業的行為。因為首先，對於企業的管理
劃分不明確，省級國有企業的上級監管由不同部門負責，包括中央、省、市和
上級母公司，這些部門很難達成有效地協調監督。在實際對非洲經貿過程中，
商務部、地方政府、國資委各有監管職能，都希望旗下企業利益最大化，而負
責對外政策的外交部只能通過使館商務處低級別官員管理在非洲經營的企業。
在實際訪談過程中，有非洲研究的學者③ 指出一般在非經營的企業除非出現問
題否則根本不會聯繫當地使館，日常除了希望外交部便利赴非簽證外，根本不
瞭解任何相關中央政府的政策。所以，國企模式看上去並非很多西方媒體描述
的那樣高效和統一。
其次，由於職能部門管理能力、中非地理距離和資訊不透明，瞞報等行
為，中央政府很難及時發現處理在非洲經營企業的問題。在非洲的國有企業與
傳統西方跨國公司，中國國有企業自身之間非常競爭激烈，很多中國企業照搬
國內的運營模式，通過降低工作條件和安全規範水準來減少成本。這些企業在
競爭中國政府對非項目中，往往開出低價以確保獲取項目，但這些低價往往源
自勞工待遇和安全標準上打出的折扣。對此，中央政府屢次召開會議強調在非
企業需要在東道主國家推行企業社會責任。但在實際過程中，沒有有效的方式
予以處罰遏制。商務部下屬使館商務處級別較低，很多時候被企業忽視，當企
業經營出現問題，受到商務部指責時，會轉而去找平級的國資委出頭（宿亮，

③

訪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非洲問題專家，訪談時間201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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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另外，國企在各級政府中往往又千絲萬縷的聯繫，受到總部所在地政
府的支持和保護，也使管理更加複雜。因此，到目前為止對於中國企業壓榨勞
工，產品品質不佳的報導仍然沒有杜絕，甚至已經成為非洲國家不滿的主要原
因。對此中央政府缺乏有效的辦法予以治理。
最後，中央政府支援國有企業實施帶有政治目的而非純經濟目的的專案與
企業自身的逐利性相衝突。在訪談過程中，有研究能源的學者④ 表示，雖然通
常西方文獻中指責中國企業在非洲掠奪資源，以保證中國巨大的能源需求。但
是在實際經營中，能源企業更願意也通常把在非洲開採的能源放到國際市場中
出售，而不是運輸回國，一方面因為國際市場能源價格高於國內市場，另一方
面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後，運輸成本極高，遠銷回國不如就近出售。這一現
象，與中央通過基礎設施換能源的預期產生差池。

伍、結論與建議
中國中央政府在推進對非經貿和援助過程中，推出了大量有利於非洲經濟
發展和中國政治形象的措施，而進軍非洲市場的中國地方政府和企業也離不開
這些政策的支援。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些本來有利的政策並未能有效地
與地方政府和在非企業配合，而是彼此削弱了對方的初衷。中國作為一黨制單
一制國家，在海外的任何問題又很容易被歸為中央政府的失誤。因此在現有體
制下，調動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策和國有企業利用政府政策變得尤為重要。首
先，最為實際的舉措是增加政府與企業的透明度，把問題的爆發點揭示出來而
不是由地方政府隱瞞。在筆者訪談過程中，發現政策與實際執行的脫節往往源
自資訊的不對稱，受訪的中方企業負責人大多數對於中央政府對非的政策完全
不瞭解，也沒有任何推廣管道去瞭解。因此，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更廣泛的聽

④

訪談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能源問題專家，訪談時間201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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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線人員的建議，對於解決政策與執行的偏差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明
確各部門的權責分工，避免造成各部門職能的重疊和相互推諉。再次，是於非
洲政府和國際組織合作，通過當地執法者直接監管在非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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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書評：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天下共治，誰執牛耳〕by Ian Morris
（Morris, I. (2011). Farrar Straus & Giro.）

何媛
中國人民大學

徐晏卓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斯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和古典文學教授伊恩•莫里斯拋出了一個我們長久
不願面對的問題，即近200年來，西方主宰世界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也就
是說當十九世紀東西方交通樞紐逐漸暢通之時，兩方正式往來之際，東方在戰
爭中一敗塗地是決策者一時的失誤還是西方註定佔據著這場競爭的優勢？前人
的研究從生物，地理和社會等方面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答案，一些研究人員從氣
候，地形，自然資源，文化，宗教，政治甚至人種的角度認為工業革命發生在
西方是長期的必然，也有不少研究人員對此提出質疑，比如東西方的差異比共
性要小得多，再比如如果上述假設成立，那麼為何在其他歷史階段，東方也曾
超越西方。後者認為一些偶然事件改變了世界的進程。
伊恩•莫里斯認為這兩種觀點受到了時間的限制，故將其考證時間軸推至
西元前14000年，通過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資訊技術四個方面
對各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進行量化，創立社會發展指數，作為分析該研究問題
的基礎。通過追述歷史上東西方此起彼伏的興衰史，作者得出結論認為所謂東
何 媛
徐晏卓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碩士。
英國杜倫大學政府與國際事務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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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興衰的波動乃是不足為奇的常態，如果不是人為的改造或打通了地理的界
限，東方也將慢慢的發展到工業革命。而東西方在近200年的差距更多是源於
地理這一非人為的因素。比如中國缺乏廉價便捷的水路通道，以及西方比東方
更容易到達美洲。在漫長的歷史中，文化，制度等近來被強調的因素似乎沒有
想像中那麼重要，偉人或者庸人也不過是在短期內加快或者減緩了社會發展指
數臨界點的到來，而每當社會發展指數到達一定數值後，人類必然需要面對由
此造成的社會問題，並採取措施克服進入下一個階段，比如農業經濟的發展，
城邦國家的建立等。
根據其社會發展指數，我們即將迎來下一個臨界點，但與歷史上其他時候
不同的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在地球村時代，地理空間的分隔已經不再是影
響人類發展的關鍵因素。而疾病，氣候，等非人為因素才是未來所需要面對的
最大的問題。東西方之間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或者說儘管在新的臨界點到
來之際，東西方並未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但卻需要共同面對新的挑戰。這個挑
戰，並不是西方還是東方誰將主宰這個世界，而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能否避免
使我們的社會陷入黑暗和災難，能夠突破現有的禁錮，進入一種全新的生活狀
態。
作者在書中強調是「懶惰、貪婪和恐懼推動著社會的每次發展」，相反不
認同偉人或者庸人改變歷史進程的說法，他認為即使瓦特沒有發明蒸汽機，也
總會有什麼人將之發明出來。也就是說歷史人物只是歷史大方向下的實施者，
當然不同的歷史時刻有不同的選擇，但最終的結果不會有很大的差別。而在每
個社會發展指數到達硬上限的時候，人本身則是創造歷史的主題，要在黑暗中
沉淪還是選擇突破。
由於這本書講到東方的時候，多指代中國，且在結尾處預測中國為代表的
東方將在不久的未來超越西方，因此這本書為中國學者帶來了希望。假使我們
認可這種觀點的話，那麼中國如何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是需要審慎考慮的問題。
作者雖然指出中國在迅速發展過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卻仍然強調了其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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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的綜合國力及在未來面對人類共同威脅所需承擔的角色。根據書中分析，
未來對人類生存最大的威脅是戰爭的爆發；全球氣候的變化以及能源問題。這
三者任何一個問題都關乎生死存亡，而與歷史其他時刻不同的是，這一次世界
的領導者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能力起到決定性作用。人類的政治文明發展至今，
對於內政的治理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研究，但是超越國家層面的治理
依然在探索中。
「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福山在其書中指出，在以民主社會為標籤的西方
國家中，本應作為公平執法手段的「程式」往往被過分強調，而使得「正義」
這個實質性目的陷入困境，導致民主衰敗。此外，眾多欠發達國家也面臨民主
失靈的問題。而自由民主製作為金科玉律最大的挑戰者中國，亦面臨著嚴重的
治理危機，包括經濟增長和人口城鎮化所帶來的社會壓力，環境污染，教育和
食品安全體系的失靈，言論的禁錮等。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兩種治理模式都面
臨著自我的修復與完善。高品質民主所帶來的良政政府對於幾乎所有的國家都
具有吸引力，而中國威權政體的統治同樣離不開負責任的政府。鑒於中國還沒
有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全球治理體系，以替代或者改善當前以民主社會和自由市
場作為出場券的國際社會，因此其不可能從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中退出，而只
能尋求與西方理念和利益的相容點。
最後，本書不是一本歷史書，也不是一部預測未來的書籍，更不是在探討
東西方的角力和競爭，而是對於社會發展推動力的比較和分析，也是近年來探
討國家興盛與衰敗因素的著作之一。伊恩•莫里斯在書中明確指出了人類未來
面臨的挑戰，以及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而後人需要進一步思索的是，在
通往這個方向的路上，如果減少惡性競爭所消耗的無用功，淡化東西方界限和
偏見。讀者若對相關議題有興趣，也可同時參閱福山的《政治秩序上下卷》，
D Acemoglu & JA Robinson所出版的《為什麼國家會失敗》，或是賈雷德•戴蒙
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等書籍，不同作者或有不同的觀點，但其方向大致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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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書評：Fighting for breath: living morally and dying of cancer in a Chinese
village〔為呼吸而戰—一個中國鄉村的道德生活和癌症致死〕by LoraWainwright Anna（2013.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肖龍
延安大學

中國經濟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經歷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
但是與之相伴隨的卻是生態環境破壞和污染問題的日益嚴重。中國的環境污染
和生態破壞議題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生活的變化，在最近幾年日益引起國內外
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環境與健康議題日益成為一個跨學科
的研究領域。①
2013年英國牛津大學副教授Lora-Wainwright Anna博士的專書《為呼吸而
戰—一個中國鄉村的道德生活和癌症致死》（以下簡稱《為呼吸而戰》）（A.
Fighting for breath: living morally and dying of cancer in a Chinese village）由夏威
夷大學出版社出版。《為呼吸而戰》一書是在Anna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
的，以一個中國西部一個鄉村（四川省閬中市「寶馬」村）中的癌症致死事件
為切入口，闡釋了的中國農民的家庭道德世界及其變遷。
癌症並不是作者最初的研究意圖。② 2004年5月她被正式招收為四川大學
的訪問學者，計畫在四川省的某個農村地區開展為期15個月的人類學的田野工

肖龍 延安大學政治與法學學院青年教師。
① Holdaway J. Environment and health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to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0, 19(63): 1-22.
② Lora-Wainwright A. An Anthropology of ‘Cancer Villages’: villagers’ perspec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0, 19(63):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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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開始作者的問題意識在於，考察農民如何理解健康與疾病，他們面對家
庭成員患病時怎樣做出治療的決定，以及當地村民具備哪些應對常見疾病的家
常知識和習慣做法。然而，隨著田野研究的展開，有關癌症的問題逐漸成為作
者聚焦的主題。《為呼吸而戰》通過一年半的深入中國農村的田野調查，從書
中的敘述和人稱指稱（「二姐」、「乾爹」等）可以看出，作者與當地農民建立
起了緊密的情感上的聯繫。本書是一本深入探討中國環境與健康議題的人類學
著作，稱得上是一部「深描」之作。③ 對於理解中國民眾的環境認知而言，其
學術意義卻又遠遠超出了其學科範疇，對於我們理解中國鄉村社會和環境治理
都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除去緒論與結論之外，全書包括三個部分，總共八章。導論部分主要介
紹了研究緣起、研究方法、研究物件、行文脈絡與章節安排。第一部分「基
礎」（Foundations），包括寫作背景介紹、全書的主要論點，在此基礎上爬梳
了相關文獻與理論。第一部分包含兩章，其中第一章「癌症和道德的競爭性形
式」，主要分析了人類學中有關醫療與社會痛苦研究，以及有關中國農村社會
研究的相關文獻。從文獻分析中，作者引出了自己的論點—中國家庭在遭遇慢
性疾病時的家庭道德形態及其變遷。第二章「閬中（地名）不斷演進中的道德
世界」，主要介紹了「田野發現」，通過在閬中寶馬村的實地調查與日常生活
體驗發現，腸癌和食道癌是當地最為普遍的癌症形式，據此引出了癌症和環境
污染這一論述主題。本章中作者發現，「毛時代」一系列的集體化政策造成了
村民的艱苦生活，而「後毛時代」市場化改革又帶來的巨大的貧富兩極分化。
此外，對寶馬村的村情、村貌、人口構成、宗教信仰都做了介紹。
第二部分「理解癌症」（Making Sense of Cancer），從不同的維度闡釋了
村民對於癌症患病的主觀上的歸因。第三章從水污染、艱苦勞動和農藥使用

③

柯利弗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1999）。納日碧力戈等（譯），《文化的解釋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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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方面介紹了村民對致癌原因的解釋。第四章從焦慮和憤怒的性別差異與個
體情緒討論癌症的病因，比如家庭衝突和個體本身的脾氣（Temper or Family
Conflicts）。作者特別指出了婦女在長期負面情緒狀態下可能對身心造成的傷
害。第五章從飲食習慣和消費角度繼續探尋癌症患病的主觀歸因，如抽煙、喝
酒、醃制食品等。
第三部分「照顧與喪葬中的策略」（Strategies of Care and Mourning），主
要介紹了家庭成員對癌症患者的陪護與照顧，以及在喪葬中的家庭應對策略。
第六章以癌症病患家庭中履行照顧義務、家庭關係磋商和癌症的花銷展開分
析。以寶馬村裡兩個癌症病患家庭為例，探討了家庭中在照顧病患、花費分擔
上子女、配偶、兄弟、妯娌、姑嫂等人際關係上的不同表現。第七章以「乾
爹」放棄治療為例，探討了癌症治療的功效感知、社會認同等問題。第八章從
兩個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的喪葬儀式的差異，闡釋了宗教對於家庭關係、
癌症治療和宗教道德（儀式）的影響。最後一部分是本書的結論，重申了在緒
論部分提出的主要觀點。
《為呼吸而戰》一書嚴格意義上講，並不是一本反映中國環境政治或環境
社會的書，作者並沒有給出癌症患病與環境污染之間某種直接的客觀的科學的
「證據展示」。但是，透過作者細膩的筆觸、翔實的資料，潛藏於中國底層民
眾內心深處的道德觀念及其競爭性形態都被挖掘出來。在當前中國面臨的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巨大挑戰面前，特別是環境治理議題上，社會底
層民眾的主觀認知與歸因對於國家治理或環境治理都具有極大的學術意義與實
踐價值。
近些年來，因環境議題而引發的社會抗爭事件在中國大陸急劇增多，環境
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已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首要原因。④ 從國際社會對於環境

④

周生賢。〈環境問題已成引發社會矛盾焦點問題〉，東北網，黑龍江日報。2006年04月21
日，http://news.sohu.com/20060421/n2429207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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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的關注來看，生態環境問題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已被公認為是人類二十一世
紀面臨的最富挑戰性的難題之一。⑤ 特別是進入新千年以來，全球性環境危機
日益顯現，環境問題由一個社會問題，逐漸演變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社
會等多重「複合型問題」，甚至上升到影響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2015年11月30日霧霾「突襲」華北諸多城市，空氣嚴重污染，北京市
PM2.5超過1000微克/立方米。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朱怡芳副教授指出，
就空氣顆粒物濃度而言，已基本相當於著名的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的污染濃
度。⑥ 當前中國的環境污染治理已成「刻不容緩」之勢。誠如作者所言，日益
頻發、日益嚴重空氣污染事件，已使中國民眾活在「為呼吸而戰」的日常生活
戰爭中。

⑤
⑥

郇慶治主編（2011）。《當代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11月30日北京PM2.5爆表，逼近1952倫敦煙霧事件，怕麻煩不啟動紅色預警？—人
民政協網，http://www.rmzxb.com.cn/c/2015-12-01/638360_1.shtml?&from=android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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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學術訊息
2015年7-12月

〔臺灣〕
1.

2015年10月3日、4日，中國政治學會舉辦2015年會，主題為「東西方文
明衝突下的政經多樣性與政經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系行政管理學系承辦，探討隨著全球化興起，東西方文明衝突背景
之下的政經多樣性，配合當前時事的探討與研究，希冀帶動社會對民主
治理、全球治理等相關議題之討論。論文主題包含區域經濟結盟與政治
變遷議題、民主政治與治理議題、全球化治理議題、組織再造與行政革
新議題、公民社會與地方治理議題、社會資本與社會企業議題與國際情
勢與兩岸關係議題。

2.

2015年10月30日、31日，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舉辦第十二屆地方
自治與府際關係論壇，主題為「區域治理與制度創新—兩岸暨歐盟經驗
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聚焦東臺灣的區域治理與制度創新，探討學理
上地方治理的新趨勢與新準則，賡續運作花東地區區域治理與合作的對
話平台，並參考大陸暨歐盟在區域治理與制度創新的趨勢，以期提出區
域治理與跨域協力合作的創意構想。

3.

2015年11月14日、15日，台灣政治學會舉行2015年會，主題為「民主與
治理的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國立金門大學舉行，由國立金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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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承辦，也是首次非在臺灣本島辦理年會，具有指標
性的意義。近年來在世界各地均可發現民選政府對國家的治理，出現失
靈的現象，在政府回應性不足的情況下，導致出現許多社會運動的抗
爭，為探討民主失衡與治理失靈的議題，台灣政治學以此作為2015年
度學術研討會之主題，希冀國內外學者從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之脈
絡，對此議題提出意見與建議。

4.

2015年12月4日、5日，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舉辦
「2015年第七屆公共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論壇『城市發展、公共服
務、區域治理』」，今年以「公共服務」、「城市發展」、「區域治理」三
大議題作為主題，鑑於臺灣地區都市化程度日益高升，如何提升城鄉區
域公共服務效能與質量，實質城市區域建設與發展，加速跨縣市區域聯
合治理以及中央與地方跨部會政策議題的橫向協調，已成為近年來學術
界與實務界競相討論的議題，故以此議題舉辦學術研討會以進行回應、
反思與前瞻。

〔中國〕
1.

2015年7月11日至12日，中國社會學會2015年學術年會在中南大學舉行。
本次年會由中國社會學會主辦，中南大學承辦，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
院、湖南女子學院等單位協辦。本屆年會會期兩天，與會學者圍繞會議
主題「經濟新常態下的社會改革與社會治理」展開廣泛而充分的探討。
此外，年會還設立了「青年博士論壇」、「社會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社會
體制改革與小康社會建設」、「人口流動與城市治理」、「城鄉社區治理
論壇」、「社會資本與基層社會治理」、「文化社會學—中國傳統文化觀
念的當代價值」、「發展社會學論壇—新時期中國的城鄉發展與基層社會
治理」、「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等59個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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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年9月19日，第三屆「全球學與全球治理論壇」在中央編譯局召開。
本屆論壇由中央編譯局全球治理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全
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南開大學全球問題研究所、華東政法大學政治
學研究院、《國外理論動態》雜誌社聯合主辦。來自中央編譯局、中國
政法大學、南開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範大
學、中山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對外經貿大學、吉林大學、現代國際關
係研宂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商務部、江蘇省委黨校等單位和高校的40
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論壇。本屆論壇共包括五個主題，分別是「宏觀視
野下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全球治理—機遇和挑戰」
「全球治理—中國與世界」，以及「全球學與全球治理工作討論會」。

3.

2015年9月19日至20日，第十屆全國青年政治學論壇在華東政法大學松江
校區舉行，該論壇由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北京大學、
復旦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家治理協同
創新中心、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華東政法大學城市基層
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共同舉辦。本屆論壇主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理
念、制度與實踐」。本屆論壇共分四個會場、十個分論壇。與會青年學
者圍繞「國家治理與政治變革」、「國家治理與政黨治理」、「國家治理
的政治哲學研究」、「基層治理與社會變遷」、「公共治理」等議題展開
了深入的研討，提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和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和觀點。

4.

2015年10月17日，由復旦大學國家應急能力研究中心主辦的「資料能力
與國家治理學術論壇」在復旦大學舉行，來自國內外政府、高校、企業
及智庫的6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學術論壇。本次論壇分為六個分會
場，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上海交
通大學、南開大學、公安部大資料重點實驗室、中國社科院等高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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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所及政府的60多位學者專家分別對大資料國家發展戰略、資料流程
程方法與分析技術、開放資料與智慧城市、新媒體與網路資料能力、地
方政府資料治理實踐、和資料分析、應急與犯罪司法實踐六個議題進行
了熱烈深入的探討。

5.

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舉辦的「第
二屆中國地方政府治理與社會治理」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全國的知
名專家、學者50多人齊聚一堂，為期兩天的會議圍繞基層治理，城鎮化
建設、選舉與治理、社會自治與社會組織發展、治理研究理論與方法、
政府治理與社會治理創新六個專題對地方政府治理與社會治理相關的理
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研討。會上，周慶智研究員以農民工階層為研究物件
分析了中國政治發展問題，肖唐鏢教授就地方幹部的民主觀進行了實證
分析，毛壽龍教授就建構擴展秩序的理論模型發表了觀點，吳理財教授
就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郭于華教授從社會學視角探
討了社會主體的建構問題，與會的其他學者還圍繞會議主題作了交流發
言。

6.

2015年11月7日，「首屆海峽兩岸農村治理學術研討會」在廣州大學舉
行。該會議由廣州大學、臺灣屏東大學、廣東省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和
廣州市穗台經濟文化交流中心聯合主辦，來自海峽兩岸的數十位專家學
者就農村發展和基層治理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和交流。與會學者認為，未
來兩岸農村治理不應割裂傳統與現代，而應更多地從鄉風禮俗等傳統文
化中汲取可資利用的資源來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此次研討會還設置
了「對話『社會主義樣板鄉村』」專場，來自河北、黑龍江、河南、山
西等大陸地區的四個具有典型意義的鄉村主要負責人分別介紹了當地的
發展和治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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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年11月28日至29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
院、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政府主辦的「基層社會治理實踐與政策研討會」
在上海市嘉定區舉行。兩天的會期，約有20位專家還將圍繞「基層社會
治理」這一主題進行發言。研討會設置了實地考察、主題發言、專題討
論三個環節，與會專家學者前往嘉定區豐翔社區、嘉定新城信義嘉庭實
地感受嘉定社區治理的活力；在主題發言和專題討論環節，圍繞各地社
區治理實踐的經驗、成果和瓶頸展開討論和交流。專家學者分別圍繞上
海、北京、廣州等地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結合各地多樣和鮮活的社區
治理實踐，對培育和引導社區組織、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政府
和社會通過協商分工完善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構建社區共建共治格局、
創新和引導居民自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治
理方案。

8.

2015年12月4日至6日，由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市政治學會承辦的中
國政治學會2015年年會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與中國政治發展學術研
討會在上海召開。中國政治學會會長、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李慎明出席會議並作題為「『四個全面』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戰略佈局」的主旨演講，中國政治學會顧問王邦佐作題為「政
治學研究要更多介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的主旨演講，中共上海市
委黨校常務副校長王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局長王子豪、上海
市政治學會會長桑玉成分別致辭，包心鑒、高建、韓冬雪、桑玉成、楊
海蛟、周光輝、張桂琳、周平、張獻生先後作主題發言。中國政治學會
副會長王一程主持會議。

9.

2015年12月5日上午，由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蘇州大學東吳智庫聯合
舉辦的「新媒體與社會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蘇州召開，來自國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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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高校的近150名學者、專家就相關議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交流。本
次研討會進行四個分會場討論。會議邀請到了鄭州大學董廣安教授、復
旦大學謝靜教授、澳門大學吳玫教授等專家學者主持和評議。每個分會
場討論分為上下兩個場次，分會場氣氛熱烈，發言人的觀點精彩紛呈，
議題集中在政治傳播、媒介融合、互聯網治理、新媒體與輿情發展等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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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集研究論文啟事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由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
會發行，旨在推廣臺灣與中國關於基層選舉以及地方治理研究及活動
訊息的共用與交流。本通訊提供相關論文研究、書評、期刊發表、學
術會議、演講等各類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相關學訊。為使本
通訊有效推廣與傳遞，歡迎海內外研究先進、同好共襄盛舉，與我們
共用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之動態訊息，或是您寶貴的意見。本刊
物目前僅發行電子版本，每期收錄學術論文四篇、書評二篇以及學術
動態數則，暫訂規劃一年出刊兩期。如欲投稿或傳遞學術活動訊息，
歡迎來信至（nletter@tfd.org.tw），本會將有專人辦理。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
撰 稿 格 式 範 例

壹、來稿基本要項頁
一、中文題目名稱。
二、中文作者姓名。
三、聯絡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地址，以及 / 或個人網頁網址首頁。
四、中文摘要約200∼250字（摘要應涵蓋研究之問題、目的、方法與結果）。
五、中文關鍵詞各3∼5個。

貳、正文格式
一、內文編排方式
（一）標題序次為「壹、一、（一）、1.、(1)、a、(a)」。
（二）來稿文字編排請採橫書格式，以A4紙張縱向列印（word檔）；首標題（例
如：壹、貳……）使用12點標楷體粗體，次標題（例如：一、二……）使
用11點全真細圓體粗體，次標題以外之本文使用9.5點細明體，腳註使用8點
細明體，行距一行，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獨立引文每行空三格，
並使用新式標點符號。

二、引註
（一）來稿文章引註需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自其他文獻，需另予註明，不得
逕自引錄。如有必要附註說明行文涵義時，請於標點符號之後，以插入註
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腳註內容說明置於本頁下方。
（二）內文夾註格式及範例請參照如下：
·格式（文中註明出處的註釋 /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的註釋）
(1) 中文：
① 一般著作：
（作者，年代:頁數）/ 作者（年代:頁數）
② 翻譯著作：
（譯者姓名〔譯〕，原著姓名〔原著〕，年代:頁數）/
譯者姓名（譯），原著姓名（原著）（年代:頁數）

(2) 英文： (Author, Year:page numbers) / Author (Year:page numbers)
·範例
(1) 中文：
① 一般著作：
（李筱峰，1991:50-55） / 李筱峰（1991:50-55）
② 翻譯著作：
（何景榮〔譯〕，Lane and Ersson〔原著〕，2002:48） /
何景榮（譯），Lane and Ersson（原著）（2002:48）
(2) 英文：(Lijphart, 1993:60-63) / Lijphart (1993:60-63)

三、數字格式
（一）年代請標明民國或以完整西元年代表示。（請勿使用如：「六○年代」之表
述方式。）
（二）「年代」、「百分比」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1983年，民國93年，
88%。

四、參考文獻書目
（一）來稿文章參考文獻請另起一頁列於正文後面，參考文獻之排序，請先列中
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後列英文文獻，依作者英文字母順序排
列。若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序在年代後面加abc等符
號。
（二）參考文獻部份，列出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為符合SSCI / SCOPUS等資料庫
要求，中文文獻請作者一併提供英文翻譯。格式請參照下列範例。本刊未
載部分，可參照APA格式。
（三）參考文獻格式及範例請參照如下：
1. 專著書籍
·格式
(1) 中文：
① 一般專著：
作者姓名（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後加英譯。
② 翻譯專著：
譯者姓名（譯），原著姓名（原著）（年代）。《書名》，出版地：
出版者。後加英譯。

(2) 英文：
① 一般專著：
Author’s Full Name (Year).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② 翻譯專著：
Author’s Full Name (Year).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by
Translator’s Full Nam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
(1) 中文：
① 一般專著：
李筱峰（1991）。《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
版社。
(Sheau-feng Lee [1991]. Forty Years of Taiwan Democracy Movement.
Taipei: Tzyhlee Evening Newspaper Publication.)
② 翻譯專著：
何景榮（譯），Lane, Jan-Erik, and Svante Ersson（原著）（2002）。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臺北：韋伯文化。
(Lane, Jan-Erik, and Svante Ersson [2002]. Jiing-rong Ho [trans.].
TheN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Performances and Outcomes.
Taipei: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2) 英文：
① 一般專著：
Lijphart, Arend (1993).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② 翻譯專著：
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by Kevin Attell.
2. 編著論文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格式
(1) 中文：
① 一般編著論文：
作者姓名（年代）。〈篇名〉，編者（編），《書名》，頁碼。出版
地：出版者。後加英譯。
② 國科會計畫編著論文：
作者姓名（年代）。〈篇名〉，主持人等（編著），《書名》（國科會
研究計畫案號），頁碼。出版地：出版者。後加英譯。

(2)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
(ed.),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
(1) 中文：
① 一般編著論文：
李瓊莉（2003）。〈亞太綜合性安全合作的發展〉，朱松柏（主
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頁165-86。臺北：政大
國研中心。
(Chyong-li Lee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n-Pacific Area.” In Song-bo Ju [eds.], The AsiaPacific Situation and Area Security in a New Millennium [pp. 16586]. Taipei: II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② 國科會計畫編著論文：
鄭 夙 芬 （ 1 9 9 3 ）。〈 候 選 人 形 象 與 選 民 投 票 行 為 的 關 聯 性 分
析〉，陳義彥等（編著），《選舉行為與臺灣地區的政治民
主化從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探討》（國科會研究計畫NSC820301-H004-034），頁62-81。臺北：國科會。
(Su-feng Chen [1993].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didates’ Image and Voting Behavior.” In Yih-yann Chen et.
al. [eds.], Voting Behavior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of Taiwan:

Studying the Election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Yua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lan NSC82-0301-H004-034] [pp.6281].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2) 英文：Malloy, James M. (1987).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n.” In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eds.),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s: Regime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n (pp. 235-36).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3. 期刊論文
·格式
(1) 中文：作者姓名（年代）。〈篇名〉，《期刊名》，卷數，期數，頁
碼。後加英譯。
(2)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Journal, Vol. number, issue number: page numbers.

·範例
(1) 中文：吳東野（1999）。〈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方法之探討：德國、日
本、俄羅斯選舉之實例比較〉，《選舉研究》，第3卷，第1
期，頁69-102。
(Tung-yeh Wu [1999]. “‘Single Member Districts’ and ‘Two Vote

System’: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Germany, Japan and Russia.”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3, No. 1:69-102.)

(2) 英文：Solinger, Dorothy (2001). “Ending One-Party Dominant: Korea,
Taiwan, Mexico.”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1:1-34.

4. 研討會論文
·格式
(1) 中文： 作者姓名（年代）。〈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論文。地
點：主辦單位，月日。後加英譯。
(2) 英文： 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Place, Date.

·範例
(1) 中文： 趙永茂（2000）。〈臺灣地方之民主發展與困境—李登輝總統之
成就與評議〉，「李總統主政十二年與臺灣的成就研討會」
論文。臺北：臺灣綜合研究院，5月18日。
(Yung-mao Chao [2000]. “The Local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Predicament of Taiwan-Commentary and Achievement
of President Teng-hui Lee.” Paper presented in Symposium on
12 Years Rule by President Teng-hui Lee and Achievements of
Taiwan. Taipei: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May 18.)

(2) 英文： Yang, Chih-Heng (2001). “Taiwan’s Role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Changing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mbassador Hotel,
Taipei, July 23.

5. 學位論文
·格式
(1) 中文： 作者姓名（年代）。《論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系所名稱
學位論文。後加英譯。
(2) 英文： 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範例
(1) 中文： 林若雩（1995）。《新加坡、臺灣、南韓的政治市場或威權轉型
之比較》。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Ruo Yu Lin [1995]. Political market and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ison between Singapore, Taiwan

and South Kore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2) 英文： Karlsson, Christer (2001). Democracy, Legitima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Uppsala, Sweden.

6. 報紙
·格式
(1) 中文： 作者姓名（年代）。〈篇名〉，《報紙名稱》，月日，版次（如
為一般性報導，可略去作者姓名與篇名）。後加英譯。
(2) 英文： 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paper, Date: page numbers.

·範例
(1) 中文： 徐永明（2003）。〈公投公投法〉，《中國時報》，10月29日，版
A15。

(Yung-ming Hsu [2003]. “Law of Referendum.” China Times,
October 29:15.)

(2) 英文： Ko, Shu-Ling (2003). “Cabinet gives nod to referendum law.” Taipei
7. 網路文獻

Times, October 30:3.

·範例
(1) 中文：石之瑜（2003）。〈「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家認同
參考指標的流失〉，《遠景季刊》，第4卷，第4期，頁3766。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quarterly/quartely.
htm。2004/02/09。

(Chih-yu Shih [1995]. “Anti-Communist Restoration as a Discursive

Strategy: a Lost Dimen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Revisited.”

Prospect Quarterly, Vol. 4, No. 4:37-66. http://www.future-

china.org/csipf/press/quarterly/quartely.ht [accessed February
9, 2004].)

(2) 英文：Brumberg, Daniel (2002).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The
Trap of Libralized Aut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4:56-68. http://www.journalofdemocracy.org/ (accessed
February 9,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