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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
發行人
黃德福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主

編

張佑宗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編輯顧問
冉冉 /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
呂杰 / American University
呂建德 /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肖唐鏢 /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周嘉辰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孟天廣 / 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林子倫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俞振華 /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郎友興 /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孫柏瑛 /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學系
徐斯勤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寇健文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張小勁 / 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蔡文軒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談火生 / 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蘇毓淞 / 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執行編輯
羅偉豪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本刊物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負責出版，收錄之學者論文
物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負責出版，收錄之學者論文
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負責出版，收錄之學者論文
內容不代表本會意見。
版權所有，非經本會事先書面同意，不得翻印、轉載
及翻譯。

出版者

This newsletter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Statements of fact or opinion
appearing in this newsletter are solely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imply endorsement by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ortion of the contents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傳真：+886
：+886 (2) 2708-1128, 2708-1148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7巷
：106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7巷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7巷
147巷
巷 17弄4號
弄4號
4號
號
電話：+886
：+886 (2) 2708-0100（代表號）
代表號）
）
電子信箱：nletter@tfd.org.tw
：nletter@tfd.org.tw
網址：http://www.tfd.org.tw
：http://www.tfd.org.tw

© 2013年
年 / 版權屬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
創刊號

2013年12月

目  次

主編的話
■

張佑宗 ....................................................................................................................... i

研究論文
■

村務管理中的農民參與
—五省市60村的跟蹤研究（1999~2011）

肖唐鏢、劉英 .......................................................................................................... 1

■

地方政府公務人力資源的比較分析（2000~2012）
—趨勢與課題

施能傑 ...................................................................................................................... 9

■

農村「海選」體制與大陸政治走向

王振耀、田小紅 .................................................................................................... 15

■

從「直選」到「推選」
—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發展的制度邏輯

張執中、王占璽、王瑞婷 .................................................................................... 22

書�
評
■

■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吳心喆 ..................................................................................................................... 31
書評：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治理和政治的中國〕
〔安東尼．賽奇（Anthony
安東尼．賽奇（Anthony
尼．賽奇（Anthony
（Anthony Saich）〕

中國模式的政治分析
吳振嘉 ..................................................................................................................... 34
書評：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鄭永年〕
：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鄭永年〕
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鄭永年〕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學術訊息：

2013年6-12月 ............................................................................................. 39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創刊號 (2013年12月)： i-ii

i

主編的話
遙望於海峽兩側的中國大陸與臺灣不但共享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更在政
治、社會與經濟等層面與臺灣有著盤根錯節的特殊關聯。相較於已經在民主浪
潮中站穩腳步的臺灣，中國大陸對民主的摸索與嘗試可說是仍在亦步亦趨的學
習階段。雖說臺灣的民主經驗未必是適合作為中國大陸發展民主的道標，但是
基於兩岸在人文、地理以及經濟等各方面的相近性、互賴性與可取性，彼此的
政治發展確實可以互為借鏡，並從中找尋出適合各自的實踐方式。
本期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收錄了四篇研究論文摘要，分別從
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觀點來探討基層選舉的發展、走向以及地方治理所遭遇的難
題。第一篇論文係由南京大學公共事務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肖唐鏢教授，及西
南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穩定與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劉英研究生共同發表〈村務管理
中的農民參與—五省市60村的跟蹤研究（1999~2011）〉，本文從中國農村的基
層治理及農民參與談起，透過實證研究驗證理論的同時，也證偽了部分有關中
國大陸農民村務管理參與行為的現行理論，為進一步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更堅實
的實證基礎。
第二篇論文〈地方政府公務人力資源的比較分析（2000~2012）—趨勢與
課題〉，係由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施能傑教授所發表，本文認為欲有效提升
地方政府效能與服務能力，不能僅用人力數量與人力密度的角度來視之，更重
要的是長期以來遭到忽略的人力運用配置失衡和人力資本優劣等核心課題。
第三篇論文〈農村「海選」體制與大陸政治走向〉，係由北京師範大學中
國公益研究院王振耀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田小紅副研究員共同發
表。本文完整介紹海選一詞的由來，並發現在農村經濟改革以後，隨著村民自
治體制的確立，以海選為標誌的農村民主不斷獲得重大進展，逐步形成了社會
性的海選文化，並將對大陸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未來產生重要影響。
第四篇論文〈從「直選」到「推選」—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發展的制度邏
輯〉係由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張執中副教授、東吳大學社會系王占璽助
理教授以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王瑞婷研究生共同發表。研究發現，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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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方鄉鎮長選舉改革實踐，地方與基層政權選舉生機勃勃，並受到中國大
陸學界的正面評價。其關鍵主要在於「改革者有能力找到實現目標的有效途
徑」，這些改革者並非最高領導人，而是中層官員為建立權責相符的政府而採
取具創造性的選舉模式。但是，既有的框架如「黨管幹部」、「人大體制」仍
是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發展難以忽略的制度邊界。
此 外 ， 中 山 大 學 政 治 所 吳 心 喆 博 士 對 於 To n y S a i c h 所 編 著 之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一書提供本期書評。心喆認為該
書期望能提供希望了解中國政治和治理的讀者一個整體又兼具細節的介紹，甚
至是原文作者在網頁上隨時提供更新的內容，力求使讀者獲取最新的資訊。是
一本非常適合希望了解中國政治和治理模式的入門書籍，也是一本適合在課堂
上提供初學學生入門的教科書。
最後，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吳振嘉對於鄭永年教授所著之〈中國
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提供本期書評。振嘉認為中國目前的成功是有目共睹
的事實，不論是「中國道路」或是「中國經驗」等詞彙，都顯露了中國30年來
發展的特殊性。但是「中國模式」還需要渡過治理能力的考驗，中國才能在世
界上不斷提高自己的地位與影響。使其發展模式成為獨特而且值得其他國家學
習仿效的對象。
本期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創刊號得以順利出刊，首先感謝財
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黃德福教授的全力支持，以及肖唐鏢教授在中國
大陸方面的協助。其次感謝各位學界先進投稿、分享研究成果。期待本刊物未
來能夠獲得更多國內外學術先進與同好之支持、響應，一同為兩岸基層選舉與
地方治理研究盡一份心力。。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
主編

張佑宗
201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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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務管理中的農民參與
—五省市60村的跟蹤研究（1999~2011）*
肖唐鏢
南京大學

劉英
西南政法大學

摘

要

在中國大陸農村，村民自治已成為擴大基層民主、提高農村治理水準的主
要方式，是農民參與鄉村治理和公共事務的重要平臺。但在實踐中，農民對村
務民主管理的實際參與狀況如何，哪些因素影響著他們的村務管理參與？

壹、引言
在中國大陸語境中，「民主管理」有著雙重的含義。一方面，民主管理乃
相對于民主選舉，指的是民主選舉完成之後繼遞的全部政治過程，包括民主決
策、執行和監督等環節。這是其廣義上的含義。另一方面，從狹義角度而言，
民主管理僅指民主政治「四個環節」中的一環，即相對于民主選舉、決策與監
督的管理環節。本文在前一含義的基礎上將鄉村民主選舉之後的全部基層管理
過程，如民主決策、執行與監督等全部納入研究的範圍。為此，我們將「村務
肖唐鏢�南京大學公共事務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
英　西南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穩定與危機管理研究中心政治學碩士研究生。
��
*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對策研究」（08AZZ005）的階
段性成果，感謝游清鑫教授與本刊審稿人的精彩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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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參與」界定為：村民對村內公共事務管理過程的參與活動，其範圍涵蓋民
主選舉完成後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我們借用了亨廷頓與納爾遜
（1989:5-7）的定義，將村民合法與非合法的參與活動均納入村務管理參與的
範圍；同時，鑒於村務管理活動未必僅限於村界範圍，還有可能延伸至村外、
包括鄉鎮以上政府活動的層面，因此便將村民與政府、媒體等行動主體發生的
互動也納入其中。
村民的村務管理參與，屬於政治參與的問題。在國內外學術界，已有眾多
涉及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研究成果，但尚缺少專門研究農民村務管理參與的系
統成果，更未能揭示村務管理參與模式的特點，相應的理論解釋甚為不足。學
界有關中國公民參與的研究，依然不脫國際學界有關政治參與研究的理論脈
絡，其解釋路徑主要有：有的側重制度—結構解釋，如伯恩斯的政治控制說，
周曉虹對政治空間和階級身份的強調；有的注重現代化理論解釋，強調政治參
與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如肯定教育、中產階級、社會流動、政治社會
化、經濟收入、社會組織等因素的作用；有的則選擇理性主義理論視角，如史
天健對利益訴求、海貝勒與舒根德對時間成本的解釋；有的強調情感和價值因
素的影響，如陳傑與鐘揚有關民主和權利意識因素的解釋。本文將基於問卷
調查資料，檢驗有關現代化理論和情感-價值理論對農民村務管理參與的解釋
力。
本文所利用的是五個省市自1999年到2011年間連續五波田野調查的資料
（見表一）。這些樣本村，在江西省之外的其他省市，均是在一個縣，按分層
比例抽樣方法，先抽出5個鄉鎮、每鄉鎮再抽出2個或4個村進行調查。江西省
的40村，則是固定的跟蹤觀察點，也按同樣方法，從C、T兩縣抽出。在這些
村，每次調查均以當年選民名單為母體樣本，分別抽取10個或20個選民，完成
面訪。由於區域調查的局限性，本文雖不能提供一個全國性的總體分析，但應
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對本論題的動態性理解，尤其是對其影響因素的解釋和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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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五次調查資料樣本統計

調查時間

調查地點

有效問卷
（份）

1999年

江西40村、江蘇20村

1,200

2002年

江西40村

2005年

江西40個村、山西9村、重慶20村、上海9村

2008年

江西40村

672

2011年

江西40村

822

388
1,671

貳、研究發現
一、農民村務管理參與的變遷
表二和表三顯示了五波調查中村民的村務管理參與頻率，可見：（1）在
1999~2011年間農民村務管理參與的參與率均不高。表二中，參與過村務管理
行為的比率最多的接近四成，如：「參加會議的討論，向村幹部提意見」、「直
接向幹部反映意見」、「請村幹部出面解決」；而「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
忙」、「通過組織向上級反映意見」的參與率僅接近兩成，選擇其他參與方式
的比率則更少，不足一成。表三中僅「參加會議的討論，向村幹部提意見」一
項的參與率達到一成，其餘的部分都遠不足一成。（2）農民村務管理的參與
率相對平穩，變化幅度不太明顯。在1999~2008年間農民的參與率略呈上升趨
勢，到2008年達到最高，但在2011年卻略有下降。

二、村務管理參與的模式
從表二和表三，村民村務管理參與呈現如下特點。其一，如果以A題測量
民主決策情況，B至E題測量民主管理情況，F至N測量民主監督情況，那麼，
農民曾參與決策參與的比例近四成，管理參與率略低，監督參與率最低，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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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在過去這些年，您有沒有做過或參與以下的活動？
單位：%

1999年

2002年

2005年

2008年

2011年

/

/

38.80

40.70

37.10

36.70

36.00

37.00

39.60

32.10

C 請村幹部出面解決

/

31.50

27.80

35.90

32.80

D 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

/

10.00

8.10

15.20

15.10

E 通過組織向上級反映意見

15.50

11.20

13.00

15.20

14.80

F 參加集體上訪

1.20

4.40

4.70

5.70

3.80

G 通過各級人大代表反映意見

/

2.40

5.90

6.60

8.50

H 通過不交攤派、稅來表示不滿

/

9.10

3.80

6.20

3.00

I 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

2.80

1.90

2.20

3.00

3.50

J 找過新聞媒體曝光

0.90

0.50

0.80

1.50

1.40

K 向上級領導檢舉過

/

/

2.30

2.70

2.60

L 向領導抗議，或圍攻、衝擊他們

/

0.60

0.90

2.60

0.90

0.90

2.40

1.50

3.00

1.30

/

0.80

0.80

2.10

0.70

A 參加會議討論，向村幹部提意見
B 直接向幹部反映意見

M 團結大夥一起頂
N 上法院去告過幹部

說明：表內「/」表示該波調查沒有設計此類問題。

一成。這說明農民的監督參與機會少、難度大。其二，「直接找村幹部反映問
題、提出意見」是農民參與村務管理最常用的方式，達到四成左右；相比而
言，使用上訪、檢舉、抗議、曝光、訴訟等非正式參與方式的比率更低，均不
到一成。也就是說，正式參與方式在農民村務管理參與中占主導地位。
對表三所列舉的村民參與行動進行因數分析，被自動得出兩個因數。第一
個因數包括從A 到G的七類行為，它們表現出常規性、比較溫和的參與特點，
可命名為「正式參與」因數；第二個因數包括從H到N的七種行為，體現了非
常規性、相對激烈的參與特點，可命名為「非正式參與」因數。有過村務管
理正式參與活動的村民比例，在五波調查中分別為36.5%、36.1%、56.3%、
Vol. 1, No. 1 / Dec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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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在過去這些年，您經常做過或參與過以下活動？
單位：%

2002年

2005年

2008年

2011年

/

12.90

12.30

11.60

B 直接向幹部反映意見

4.00

3.10

4.00

3.40

C 請村幹部出面解決

2.20

1.20

2.70

2.60

D 請能和領導說上話的人幫忙

0.80

0.20

0.70

0.70

E 通過組織向上級反映意見

1.40

1.10

1.70

1.40

F 參加集體上訪

0.30

0.20

0.30

0.40

G 通過各級人大代表反映意見

0.50

0.80

1.20

0.90

H 通過不交攤派、稅來表示不滿

1.10

0.10

0.30

0.20

I 寫信給有關政府部門

/

0.20

0.20

0.20

J 找過新聞媒體曝光

/

0.20

/

/

K 向上級領導檢舉過

/

0.20

/

/

L 向領導抗議，或圍攻、衝擊他們

/

0.10

0.20

/

M 團結大夥一起頂

/

0.20

0.20

/

N 上法院去告過幹部

/

0.20

/

/

A 參加會議的討論,向村幹部提意見

說明：表內「/」表示該波調查沒有設計此類問題。

53.3%和49.4%；有過非正式參與的村民比例，則分別為3.2%、10.8%、7.6%、
10.4%和7.3%。這也說明，正式參與方式佔有主導地位。
將管理參與同選舉參與的比較發現，農民的村務管理參與率較低，參與的
積極性更低。也就是說，選舉參與仍是農民基層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

三、農民村務管理參與的影響因素
從政治社會化和政治文化視角，我們分別提出如下六個方面的假設：首
先，按主流現代化理論，政治社會化諸因素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政治面
貌、職業經歷、經濟社會地位、社會資本，對政治參與均有重要影響。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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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男性相比於女性，政治介入程度更深的中共黨員相比于非黨員，鄉村精英
和有多種職業（如外地工作）經歷者相比于其他村民，年齡程度高、教育程度
高的村民相比于其他村民，經濟和社會地位更高、擁有更多社會資本的村民，
他們對村務管理參與的積極性或參與程度將更高。
其次，在政治參與研究中，血緣和地緣因素一直受到關注，它們成為影響
選舉和參與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在中國鄉村的選舉與公共參與中，宗族因素
也一直被人們所強調（肖唐鏢，2010）。在這裡，我們從族、姓和村莊（自然
村）等三個層面來考察村民的宗族背景，認為：來自大姓、大族、大村莊的農
民，受優勢心理的影響，其村務管理參與的積極性要高於小姓、小族的農民。
第三，在政治文化因素中，一般認為，具有現代政治觀念的人會更積極、
主動地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據此，我們也認為，以「臣民意識」為特徵的傳
統價值觀取向將嚴重制約農民村務管理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相反，較強的
民主價值觀將提升農民的參與積極性。
第四，有關政治信任與政治參與之間的相關性，學界有不同的爭論意見。
本文將農民的政治信任切分為基層政治信任和高層政治信任兩個因數，認為政
治信任度越高的農民，其村務管理的參與積極性也越高。
第五，在當下鄉村，信教村民日益增多。出於宗教與政治之間關係的特殊
國情，更可能因為信仰本身使民眾的興趣、時間有所轉移，我們以為：信仰宗
教的農民，相較於其他人，其對村務管理參與會顯得更加的冷漠，更不願意參
與村務管理活動。
最後，政治功效感一直被作為解釋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並被認為兩者之
間具有高度的正相關性。本文將從內在功效感和外在功效感兩個維度檢驗這一
假設。
對上述假設，我們擬將村民的村務管理參與行為被自動分為正式參與和非
正式參與兩個因數，以它們為因變數，分別與各引數進行多元邏輯回歸分析，
結果表明：首先，在政治社會化諸變數中，有關性別、教育、政治面貌、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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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經濟地位和社會資本等現代化理論假設得到驗證，也就是說，政治社會
化程度越高的村民，其村務管理參與的程度也越高。其次，在政治文化諸變數
中，有關政治信任與政治功效感的假設得到驗證，低政治信任和高政治功效感
的村民，其村務管理參與度越高。

參、小結
在當下中國的鄉村政治實踐中，村民的村級選舉參與往往具有較強的動員
性或非自主性參與特徵，而村務管理參與則有較強的自主自動性。在有關政治
參與的理論解釋中，現代化理論曾極為盛行（亨廷頓與納爾遜，1989:46-48）。
英格爾哈特則特別強調態度、信仰與政治行為之間的聯繫（轉自達爾等，
2012:164）。本文的研究顯示，有關中國大陸農民的村務管理參與行為，這些
本文的研究顯示，有關中國大陸農民的村務管理參與行為，這些
理論既有被驗證也有被證偽的。對當下中國大陸農民的村務管理參與而言，主
流的傳統現代化理論與情感-價值理論儘管仍有較大的適用空間，但也出現了
一些邊界限制，一些傳統主張未能得到支持。比如，村民的管理參與並未出現
年齡方面的代際差，年輕人並不比年長者更有參與的積極性；富有本土特色的
宗族背景和傳統價值觀，以及宗教背景和民眾價值觀也均未影響到村民的管理
參與行為。可見，村民的村務管理參與模式之轉換和優化，離不開改善教育，
發展經濟，鼓勵社會流動，提升社會資本、政治信任和政治功效感，而疑慮乃
至限制、打擊宗族或宗教的傳統政策應當改弦易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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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務人力資源的比較分析（2000~2012）
—趨勢與課題*
施能傑
政治大學

摘

要

隨著更多新直轄市政府的設置，地方政府在國家整體公共服務的質量上將
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除了傳統上的執行法令外，也會更積極規劃轄區內公共
事務的自治事宜。資源基礎的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強調，組織人力若能愈具有價
值性、稀少性、難模仿性等能力，特別是重視知識的服務業組織就愈能持續地
掌握競爭優勢。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基本主軸則論稱，組織人力資源管
理系統與組織策略方向等等特性結合，包括人力運用和配置重點等，就能夠產
生重大的競爭力。
本文主旨是有系統地分析台灣各地方政府公務人力資源的變化狀況，尤其
是公務人員體系的狀況。分析焦點置於四大面向：人力數量、人力運用配置、
人力資本與人力組合結構。本文透過2000~2012時間趨勢和地方政府間比較，
說明事實狀況，再提出重要議題的觀察和問題，原始數據來自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地方公務人員統計資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
概況和銓敘部中華民國銓敘統計年報。限於篇幅，僅說明統計分析結果的重要
現象，以及幾項值得重要討論的課題。

施能傑�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
* 作者補充說明，本文是摘要，因此原有參考書目和引註均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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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要現象
地方政府實務界就人力資源課題經常提及的待改善議題不外是人力數量不
夠和職務列等過低，並認為兩者會影響服務能力和服務績效，研究地方政府人
力資源管理相關文獻也常贊同此一觀點。本文希望透過人力資源數量、配置、
人力資本和人力結構等數據分析，先說明三個重要現象，提供運用證據基礎的
討論方式，才有助於更深入地發掘地方政府所面臨的核心人力資源議題。
首先，地方政府人力組成結構圖像究竟是扁平金字塔、合理金字塔或橄欖
球型？人力官等結構顯示的圖像並非是地方政府所認知的扁平金字塔，過去十
多年間薦任官等比例已大幅成長五分之一，委任官等比例相對大幅減少，目前
的圖像反而比較像橄欖球型，意指低職等人力比例不是最高，薦任官等人力乃
是主力，推估是第5-7職等。相對於行政院各部會及所屬的人力結構組合是6-9
職等為主體，兩者更主要差距是地方政府第9-11職等人力比例確實低。
其次，各地方政府單位人事費用目前平均皆已經超過百萬元，和行政院
各部會相當，但各縣市和直轄市政府人事費占總歲出比例平均分別是48% 和
46%，占自有財源（歲入扣減中央補助收入）則上升至78%和103%，占自籌財
源（自有財源扣減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更逐年上升至123%和168%，當後兩者
數字超過100表示自有財源經費尚不足以支付總人事費用，因此，影響單位人
事費用最大的官職等比例結構，更需謹慎因應之。
第三，統計顯示地方政府實有人力和公務人員數都是增加趨勢，每千人口
公務人員數（含警察）也呈現成長趨勢，目前多數是約5-7人間。對照中央政
府（含五院）純行政機關而言，每千人口公務人員數從2001年後迄今都穩定約
是4人，地方政府反而略高；但若與國外相比較，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對又都會
比較低。因此，人力數量高低的判斷是個相對比較的課題，而且判斷時經常要
同時慮及業務性質，例如地方政府主要角色仍是執行性，本來就需要更高的人
力密度，因此目前高於中央政府乃屬自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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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官職等的論點認為因之可吸引到更優秀人力，由此產生更加的服務績
效。增加人力數量和密度的論點認為可以有更佳品質和更深入的服務能量。這
些論點既然都言之成理，那麼問題的討論就更該回到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理論
會提出的關鍵議題，即當人力數量、密度和人力組合結構都持續改善十多年，
也有相當顯著變化後，地方政府服務能力和服務績效是否也有顯著提升？以地
方政府國中小學教師人力為例，一般的認知是師生比影響教學品質或學生互動
關係等，但對照各地方政府的數據和一般理解的所屬國中學生基測表現（各
PR值人數比例），大致上可推測說每千學生教師數愈高的政府，該縣市學生國
中基測平均成績未必更佳。再以地方稅務稽徵人力為例，稅務人力數占警察以
外公務人員比例是居地方政府前矛，但每年稽徵總額卻並不高，人力數量變動
和總稽徵額間關連性不大，這與稅務體系一直希望提升單位人力稽徵額未必相
符。最後，以人力最大宗的警察為例，地方政府警察人力密度和該縣市每千人
口刑案發生數及刑案破獲率間的相關性程度也非極高。
本文並不適合，也沒有足夠證據，回答地方政府人力資源變化與服務績效
的關連性，但這是未來研究臺灣地方政府人力資源課題者可以嘗試努力的方
向。運用各核心領域人力數量資料和公共服務績效間的長時間統計分析，或者
和較為主觀的地方政府競爭力評比結果進行相關性分析，例如衛生體系人力密
度與公共衛生服務績效……等等。不過，前段所舉的事例似乎顯示人力數量和
密度不會是影響服務績效的最關鍵因素。

貳、重要課題
參照上述分析結果，本文認為地方政府更應該深思兩大課題：人力配置比
例失當與人力資本偏低，這是增進地方政府整體服務能力的更根本課題，茲再
論述本文的觀點如下：
第一，長期以來地方政府人力配置一直失衡，趨勢清楚地顯示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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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人力中從事核心公共服務的公教人員人力比例約不及四分之三，換言之，
地方政府繼續負擔高比例人事費之餘，有四分之一人力對地方政府創造民眾服
務績效的價值性卻相對不高，更嚴肅的現象是這部分人力比例的並未顯著減
低，清潔隊員數量更是大幅增長。純就公務人員而言，表三顯示警察人力配置
超過三成，學校職員約一成，鄉鎮市公所約有兩成，扣除這三個單一領域人力
比例後，縣市政府其他府內各一級局處單位和各府外機關合計所配置的人力比
例大致上約是介於三成至四成。對照地方政府一級機關與府內局處單位數量至
少都超過20個以上，包括民政、財政、建設、工務、教育、社會、農業、衛
生、環保……等等，因此各主要局處平均人力規模都很小，甚至少於50人。就
縣市政府三大領域外的人力配置分析，廣義的行政幕僚人力比例推估約有25%
以上，資訊化和整合化趨勢下戶政業務目前卻仍位居第三高比例的人力配置超
過6%，民政業務人力比例居第二位有10%但卻與其他業務結合度不強。
然而，地方政府整體施政策略重點、服務績效或是民眾滿意度評價，絕非
僅是依賴前三大領域和部分工作項目的貢獻。隨著人口結構、生活品質需求、
公共問題在未來會有結構性變化，人力配置比例失衡早成的影響顯然是明顯且
嚴肅性的議題，例如，每千食品家數稽查員人數、每千社會弱勢人口社工員人
數、每千勞動場所勞動檢查員人數……等等因之難以獲得應有的增長，這些工
作不是完全適合以委外處理的，未來才會更是重要的人力配置重心。總之，當
警察人力和教師人力佔了公教人員的六成，但這兩大類人力數和服務績效間又
沒有清楚證明，且面對人口高齡化和少子化的人口趨勢，未來警察和教師數量
不應朝減少趨勢嗎？仍須維持高的戶政人力？地方政府積極進行人力比例重新
配置的前瞻性人力資源規劃，應該和單向強調增加人力數是同等重要的議題。
第二，人力資本狀況是地方政府應該特別重視的另一個關鍵性課題。表四
顯示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尤其是縣市政府，具備「大學教育以上」比例仍不及
半數，遠低於中央政府。教育年數雖然與工作知能間的正相關強度仍有待驗
證，但是對照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環境的變動脈絡，大學教育仍代表著較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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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學習經歷和潛在學習能力。此外，統計資料顯示平均年齡和平均年資
持續增長中，這代表著工作中如果沒有機會和意願持續學習，即使本來具備大
學教育資歷者的工作知識和技能也會快速落伍。
知識服務業的政府部門擁有更多知識型和學習型成員，就更能做好規劃性
和執行性工作，並因應民主社會、資訊社會、網路社會、公民社會、國際影響
等環境的挑戰。地方政府過去少有人力資源訓練發展的制度性推動機制，許多
民選首長也少願意投資培育公務人員，特別是主管職位的培育養成，因此，地
方政府人力資本狀況一直改善較為緩步。提升人力資本除了選定對象培育其具
備更高階的教育學位資歷外，更根本的仍是工作中持續學習機會和態度，這些
方面是地方政府人力資源訓練發展的核心策略重點。
本文認為人事制度也應該有突破性的作法，協助增進地方政府吸引和培育
人力資本。作者主張的方案並非是單獨將地方政府職務列等全面提升，而是用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總數為分母，讓可設置第9-11職等比例不要中央政府差距過
大，然後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如何在所屬機關或單位中配置這些高職等職位。
一方面地方政府會較承擔所增之人事費用，再則讓中央與地方間中高階人力有
交流機會，或者讓地方政府可有效培育公務人力避免高職等的跳空現象。

參、小結
公務人力資源永遠是政府服務能力和服務績效的關鍵生產要素，本文核心
主旨是提供讀者系統性地理解各地方政府人力資源變化狀況，包括人數數量、
人力密度、人力資本和人力組成結構。透過數據分析，本文補充研究文獻上少
見的證據基礎，作者相信這樣的分析結果，提供解釋和對話的事實基礎。
作者根據分析結果認為，地方政府面對的人力資源課題並非單純是人力數
量和人力密度的問題，也不是職等結構偏低的問題，相對地，更核心但長期被
忽略的課題是人力運用配置失衡和人力資本較弱。本文根據證據基礎推衍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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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和主張方向，未必與過去研究文獻的重點一致，甚至尚有不同見解之處，這
些都值得研究者再深入對話。不過，不變的方法是，只有更清楚地找出問題所
在，再施予對應性人力資源改善措施，人力資源管理的績效才會彰顯，亦即協
助提升民眾最關切的地方政府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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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海選」體制與大陸政治走向
王振耀
北京師範大學

田小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

摘

要

從清末立憲開始，如何建立鄉村民主自治體制，就是中華民族面臨的一道
難題。辛亥革命以後，中央政府體制的紛爭最終導致社會的分裂與農村革命的
發動，「當家作主」成了社會人民的理想並與革命力量密切結合。不過，大陸
農村依法推進的民主化進程還是在農村經濟改革以後，隨著村民自治體制的確
立，以海選為標誌的農村民主不斷獲得重大進展，而資訊化時代的到來，更使
大陸逐步形成了社會性的海選文化，並將對大陸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未來產生重
要影響。

壹、海選體制與農村選舉的大陸特色
大陸村民自治體制的產生並最終選擇海選體制是一系列政策選擇的結果。
毫無疑問，經濟體制改革與大陸社會民主的發展是最為重要的政策基礎，而政
府鼓勵村民自治的多樣化探索則是海選確立的政策前提。

王振耀�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教授。
田小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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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選概念的產生並不神秘：本來是吉林省梨樹縣平安村的選舉辦法，即選
民要求取消由選舉委員會決定候選人的傳統辦法，要求由選民公開直接決定候
選人，梨樹縣的領導人費允成支持這一辦法。而在美國《新聞週刊》記者吉布
尼1992年訪問平安村的時候，縣鄉村的官員將農民的經驗概括為「海選」。可
以說，農民和地方官員發明了「海選」辭彙，民政部予以推廣，最終成為大陸
農村民主化的一項基本制度。
事實上，1988年要試行村委會組織法即建立村民自治的體制，社會上有著
較大的政策爭論。因為在清末民初時期，中國曾經引進自治體制，1920年前後
甚至討論聯省自治。但當時的自治引向了傳統的割據，最終導致內戰爆發，因
而在中國近代文化中對自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戒備性。況且，中國文化崇尚讀
書並走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極端，讀書人對農民持貶低態度，現
代甚至出現「改造農民」、「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一類的理念。在這樣的
文化環境中開展村民自治，存在著巨大的文化障礙。社會的共同認知就是：農
民怎麼能實行民主呢？
促成政策的轉型需要高超的社會說服藝術。1989年以後，面對著不少人對
於民主與法治建設的質疑，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為代表的領導人與
負責選舉行政機構的工作人員積極互動，使村民自治與中共的群眾路線之間建
立起了直接的聯繫，認為「村民自治是現代的群眾路線」。同時，中共中央於
1990年在山東省萊西縣召開大會，統一思想，會後發出的檔就是要在全國每
個地方開展村民自治示範活動。而民政部對村民自治示範活動的部署即是：每
個省至少都要建立一個村民自治示範縣，每個地區都要建立至少一個村民自治
示範鄉鎮，每個縣都要建立幾個村民自治示範村，以便摸索經驗，推廣村民自
治。這樣的示範體制，客觀上打破了人們對於村民自治的抵觸。因為，政策的
邏輯在於：儘管條件不成熟，但可以在極少數地方試點！不過，這個少數地
方，是要求每個縣都要試點，也就是說，點可以少，但面要鋪開。全國各個地
方，縣以上各級政府都要行動。況且還有個別的縣是整體行動，即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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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則把萊西縣作為全國的村民自治示範縣。這樣的機制，對於快速促成地
方政府掌握指導村民自治的經驗是相當有效的。
村民自治示範的內容是什麼？就是推進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
民主監督。人們通常稱之為「四個民主」，但民主選舉作為了村民自治的基
礎。為什麼吉林省梨樹縣能夠產生海選制度並能夠向全國推廣？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該縣是全國村民自治示範縣之一。
海選的體制，實質性改革就是建立村民直接投票決定候選人的制度。本
來，提名候選人，放手讓大眾提出意見，是大陸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色，動員體
制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認為「應該由人民當家作主」，選民來提名，在大陸的
選舉制度中原來也是一個基本程式。不過，過去的提名往往要加上選舉委員會
的「集中」，這個集中，就不那麼公開了，集中的過程之中，儘管也要協商，
但究竟如何協商，更不透明。結果，選民通常認為，選民不能決定候選人，由
黨政任命的選舉委員會才能夠決定候選人。海選制度建立者的智慧在於，提名
實行投票制度，公開唱票計票，按照得票多少決定正式候選人，就把選舉委員
會主持協商並決定候選人的權力取消了。這樣的程式設計，客觀上是大陸選舉
制度的巨大變革。
為了保證選民能夠自由地填寫選票，海選要求秘密劃票，即選民填寫選票
時一定不能讓別的人瞧得見，也就是說，要設置秘密寫票的地方，並且要求所
有的選民都要進入這樣的地方來填寫選票。為此，就要求選民排隊領取選票。
這種保證自由填寫選票的規範，也是較大的選舉文化轉型，因為，程式的程式
正義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動員型的選舉文化中，人們並不重視選舉的程式，比如，儘管也有秘密
寫票的地方，但並不規定選民必須進入秘密寫票的地方來填寫選票，其理由還
相當「充足」：民主就是要選民充分自由，他們想進入秘密寫票處就進去，要
是不想進去也可以不進去！而在實際的填寫選票過程中，往往是選民坐在一起
填寫選票，你看我，我看你，有的人甚至負責監督選民填寫選票，更有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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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實行等額選舉，要是同意選票上填寫的候選人就可以不用動筆，交給
你什麼樣的票，你原封不動地送回票箱就行了。這樣的行為，表面上是要大民
主，實際上取消了選民的選舉自由。海選，一開始就要求取消這些傳統的做
法，農民的智慧，突破了動員型選舉的障礙而邁向法治型的真正有程式和技術
保障的選舉。
所有這些變革，一律冠之以「海選」，使得改革帶有很大的鄉土性，通俗
易懂，便於傳播。這種方式的改革，更能夠為大眾所接受，也能夠較快地在一
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國土內普及。
海選的普及，很快地得到法律的規範。1998年，村民自治體制在大陸農村
全面確立，是年頒佈的村委會組織法明確規定：選舉村民委員會，由本村有選
舉權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候選人的名額應當多於應選名額；選舉村民委員
會，有選舉權的村民的過半數投票，選舉有效；候選人獲得參加投票的村民的
過半數的選票，始得當選；選舉實行無記名投票、公開計票的方法，選舉結果
應當當場公佈；選舉時，設立秘密寫票處。這一法律規定，以村民直接提名候
選人的表述方式，確立了海選體制。2010年再次修改過的村委會組織法，更為
具體地規範了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的制度。
2013年5月，民政部頒佈了村委會的選舉規程，進一步具體規定：村民選
舉委員會應當以得票多少為序，公佈候選人名單，並報鄉級村民委員會選舉工
作指導機構備案。海選制度，成為基本的選舉程式。

貳�����������������������
、海選理念的傳播—從農村向社會與政治選舉的發展
海選，首先是作為共同的社會價值向大眾全面傳播。進而，海選成為一種
政治理念，程度不同地引入多個層面的選舉過程。
海選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在文化娛樂中首先表現出來。也許，娛樂界根本
沒有想到海選的政治涵義，他們只是認為農村能夠普遍接受的海選辦法搬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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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界，使社會大眾能夠更好地參與。2004年，先是湖南衛視實行海選「超
女」，由大眾決定候選人，於是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參與評選，以後幾年，每年
都要用海選的辦法選「超女」，逐漸成為年輕人自然接受的一種社會價值。電
視娛樂節目推廣海選辦法，社會效應遠遠超過了政治的影響力，結果使其成為
一種大眾化的社會價值。
需要說明的是，大陸動員體制下的民主，更多的是一種社會民主，是大眾
能夠廣泛參與的基層民主。在中國文化中強調的皇權和公平考試面前的人人平
等，在大眾社會中更多地體現為意見的自由表達與參與。由於缺乏規範的政治
民主程序，社會民主往往會變成非法治化的社會運動。也就是說，在大陸，一
旦一種價值為部分社會成員所接受，會很快成為公眾的共同價值。海選，就是
循此路徑，向城市傳播，並很快成為一種大眾價值。
而在城市的居民委員會選舉中，也開始了直接選舉的試驗。一些地方，將
農村選舉的辦法引進城市，鼓勵城市居民參與選舉，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競爭
性。通過居委會的選舉，海選，開始向城市的基層體制傳播和延伸。
進入21世紀，大陸更高層面的政治制度中也開始逐步接受海選要素。
首先，海選接著向幹部選拔機制發展。一個官員的晉升，候選人不再是上
級內部決定提名，而是由下向上發展，先在一定範圍內由大眾提名，將徵求意
見變成了空白紙，要求大家填寫提名人員的名單，並稱之為「不劃框框，不定
調子，充分發揚民主」。當然，從程式上看，這種辦法還不可能是海選，因為
沒有公開唱票，不能夠公開知道某個人得了多少提名票，況且，不同層面的
提名票還有不同比例的計算方法。但是，在競爭對手之間，不同的提名票就有
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如果競爭對手在決策體制內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並且達
到了勢均力敵的地步，那麼，提名票的數量就有了重大意義。於是，與過去完
全依靠上級任命的辦法不同的是，目前大陸各級官員的任命，既要看上面，也
要看下面，因為有兩個決定票，類似於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從一定意義上
說，這是政治制度的重要變革。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20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創刊號
創刊號 (2013年12月)

更為突出的影響在於，進入21世紀以後，大陸政治的任期制全面加強。即
使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也開始按照憲法體制實行任期制，即不能超過兩屆共
十年的任期。而五年一屆的任期，自然就要換屆。每次換屆，都要重新確定各
級黨政領導人與部門領導人。這種制度化、程式化的選舉制度，即廢除終身制
以後的選舉制度，自然地就要引進社會大眾能夠接受的共同價值，類海選的辦
法，往往成為各級領導人提名程式的一個基本步驟。
人們往往認為，大陸改革三十年，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其實，
既要推進經濟改革，就不可能不進行政治改革。不過，大陸的政治改革，並沒
有按照一些既成的觀念和模式來發展。大陸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一樣，正
在走著一條十分獨特的道路。它既要接受國際社會的許多經驗，但更注重大陸
社會的內在邏輯，以大陸社會大眾所能夠接受的方式來漸進地推進改革。

參���������������������
、海選的雙向影響—政治民主化與管理非專業化
大陸的政治發展，正處於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大陸從2008年人均GDP超
過3,000美元以後，2012年已經超過6,000美元，未來幾年，達到10,000美元，是
一個現實之夢，當然更是挑戰之夢。大陸社會，已經從政治社會迅速地轉向社
會政治。如何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新格局，調整大陸的管理體制與政治體制，
是大陸的一項重大挑戰。
在這個時期，重新審視海選制度的發展歷程及其對未來的影響，是相當有
意義的。
毫無疑問，海選奠定了大陸社會基層民主化的基礎，解決了清末民初推進
地方自治的難題，使整個社會初步接受了基層自治的理念，同時也形成了一系
列法律、制度和程式。這是大陸政治穩定發展的寶貴財富。
但是，基層的經驗向上延伸客觀上會面臨著規模與類別的挑戰。海選，不
可能簡單地搬用到所有的領域。比如，所有官員能否都要海選呢？政治官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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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海選是適宜的。但是，專業化的行政官員，還是需要責任制，需要專業化。
如果不實行官員的分類管理，一律海選，結果就會是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在發
展，另一方面是行政管理的非專業化也在發展。所以，需要對海選的適應範圍
進行分類，特別需要在行政機關建立起現代的考核和晉升制度，是相當必要
的。而在政治選舉領域，則需要嚴肅規範投票行為和程式，比如，凡是投票，
就應該進入秘密寫票處填寫選票，是不是可以作為一項重大的改革來進行推
廣？我們需要接受農民的教育：沒有強制的程式，就不會有基本的公正。
更要看到，大陸社會對選舉存在著一種畏懼情緒，缺乏專業化的管理體
制，對於政治的健康穩定發展是相當有害的。為什麼大陸沒有建立中央選舉委
員會？說明選舉失去了統一管理的體制。而這一體制，即使在1949年以後到
1986年以前，都是存在的。後來，由人民代表大會系統來指導各級的選舉，給
予了人民代表大會系統的行政管理與協調權，但各級人代會又不可能擁有行政
管理權，上級人大不可能對下級人大下達行政指令，結果就出現了選舉管理權
的虛化。
更為廣義地說，大陸需要依據新的經濟發展水準和新的利益關係，調整現
行體制，建立適宜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既保持政府的有效管理同時又有制度性
的授權，更要有中央層面政府管理的權威。比如，是否有必要建立跨區域的法
院？因為簡單的條條還會出現利益矛盾。類似的管理體制，還有不少，需要注
意調整，才會能夠扎實地發展民主選舉。當然，還需要將憲法與執政黨的黨法
即黨章協調起來，注重使党的領導納入國家體制，從而進一步保持國家的穩定
性。
總之，在農村基層確立起了海選體制以後，大陸的政治文化中很難再埋怨
「農民素質低」因而沒有辦法實行民主了。大陸政治文化的最大困局在於：為
什麼素質高的城市人不能實行「海選」呢？看來，大陸政治文化如何轉型，左
右著大陸的政治發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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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直選」到「推選」
—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發展的制度邏輯
張執中
開南大學

王占璽
東吳大學

王瑞婷
政治大學

摘

要

中 國大陸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讓「海選」推及至鄉鎮政權的鄉鎮長選
舉當中。自199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一些地方鄉鎮長選舉改革實踐，如「南城
直選」、「步雲直選」、臨琦「兩票選任制」、大鵬「三票制」等，帶動地方與
基層政權選舉的勃勃生機，並受到中國大陸學界的正面評價。① 學者認為關鍵
主要在於「改革者有能力找到實現目標的有效途徑」，這些改革者並非最高領
導人，而是中層官員為建立權責相符的政府而採取具創造性的選舉模式（Shi,
1999:389；張錦明、馬勝康，2004；胡佳佳，2006）。
不過，當我們觀察鄉鎮直選背後的政治社會根源，除了來自地方或基層領
導人政績考量，還包括鄉鎮政權擺脫困境、減輕負擔或提高效能之目的（賴海

張執中�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王占璽 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
王瑞婷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① 比如四川省遂寧市市中區保石鎮鎮長選舉與四川省遂寧市市中區步雲鄉鄉長選舉，分別
獲得2002年與2004年「地方政府創新獎」（賴海榕，2009: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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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2003:64；蔡文軒，2011:8-12）。一旦這些方面的需求或壓力減輕，繼續推
進鄉鎮競爭性選舉的動力可能減弱。或者鄉鎮競爭性選舉的後果超越了前述內
在困境範圍，改革的發展就要受到體制的限制，包括組織（黨管幹部）的權力
如提名、考核（目標責任制）、調動（幹部交流制）；憲法法律的框架，如人
大體制等。因此之後的改革，包括鄉鎮的「公推直選」、地縣以上黨政領導班
子的「票決」，都是落在候選人提名的層次。基本上是在中央的規範下，並沒
有超越體制掌控的界限，可以說是對原有體制的調整或幹部制度改革的一環，
而非一般意義上的自由選舉。同理推論，既有的框架如「黨管幹部」、「人大
體制」自然成為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發展難以忽略的制度邊界。

壹、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轉折
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公社與單位體制的調整，既有的社會職能轉由基層
群眾性自治組織（「村委會」、「居委會」）所承擔，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形
成新的社會管理體系和民主參與。雖然就憲法與法律的界定，村、居委被定位
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僅作為國家與基層社會聯繫的中介。但是「基層民
主」的發展，一方面增加群眾的政治參與空間；另一方面民主選舉強化了基層
幹部與群眾關係，在這過程中所出現的分權化與自主性，讓基層民主存在發展
的內在動力（俞可平，2002:206-207）。
不過，這樣的發展態勢並沒有持續。2001年遂寧市中區鄉鎮「公推公選」
職位的層次低於1998年，2001年步雲鄉選舉的競爭程度低於1998年首次民選；
2002年大鵬鎮換屆選舉悄然終止。鄉鎮直選雖然有利地方治理的開放透明，
提高群眾參與，但縣黨委對鄉鎮幹部任免權則遭到稀釋與分權。鄉鎮直選挑
戰了黨委的人事任免權，使得市級或更高級別黨的領導，對開放行政職位候
選人提名的緊密控制感到不安，不希望地方追求所謂「轟動效應」（亞洲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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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999/2/8:26-27）。而鄉鎮直選又面臨與《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
民政府組織法》衝突，在缺少制度依託的前提下，黨國具有法律與組織的干
預能力，包括宣告違法、違憲； ② 中央發文件宣示立場； ③ 甚至懲治相關幹
部。④ 其結果讓不少地區偃旗息鼓，也讓鄉鎮選舉向舊體制回歸，走向黨內與
政府領導班子候選人的選舉。此一泛稱為「公推直選」的改革方向同時也是目
前中共推動「黨內民主」的重要環節。近十年來在鄉鎮黨委書記的選舉上採用
「公推直選」的發展趨勢不但相當快速，各地也出現許多不同的創新方案，
如湖北咸安的「兩票推選」、雲南紅河的「兩推直選」、四川成都、重慶與陝
西南證的「公推直選」、江蘇省宿遷市「公推競選」鄉鎮黨委書記（史衛民，
2008:61）。
理解「公推直選」的發展，對於掌握基層政治制度的變遷方向具有重要意
義。在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改革方案背後，「公推直選」的核心制度內涵究竟
為何？其整體發展趨勢呈現何種面貌？在實踐過程中又將對中共基層黨組織的
權力結構產生何種衝擊？更重要的是：「公推直選」是否能夠延續在基層民主
發展過程中未竟全功的改革動力？以下藉由對十七大以來「公推直選」在各地
試點情況的疏理，說明此一基層政治改革方案的發展輪廓，並且評估其在中共
基層政權運作中的影響與意涵。

②

③

④

據報導，四川省人大做出如下決議：（一）宣佈步雲直選鄉長「違反憲法」；（二）重大
事項沒有上報省領導部門，違反「組織程序」；（三）選出的新鄉長原來就是組織部門視
野內培養的幹部支援，承認選舉結果有效性；（四）以後將嚴格禁止任何這種性質的秘密
試驗。全國人大對四川省人大也做出類似「答覆」（亞洲週刊，1999/2/8:26）。
指2001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關於全國鄉級人民代表大會
換屆選舉工作有關問題的意見》（中發〔2001〕12號），該文件被理解為反對鄉鎮選舉改
革試驗（鄒樹彬、黃衛平、劉建光，2003）。
重慶市坪壩鎮在2003年8月同樣進行了鎮長直選，該鎮黨委書記魏勝多設想鎮長由選民直
接選舉產生，由鎮長進行「組閣」，任命副鎮長和主要的工作人員。8月22日，坪壩鎮中
學政教處主任馬孟林等人報名與現任鎮長何雲明競選，結果選舉被上級政府制止，縣委
對魏勝多實行「雙規」。公檢法和紀委組成聯合調查小組，對魏勝多的「問題」進行調
查，最後魏勝多被宣佈免職（胡佳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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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推直選」的制度內涵
就字面意義來看，「公推直選」指的是「公開推薦，直接選舉」，但是在
實踐上，「公推選舉」有許多不同類型（表一）。如「公推公選」、「兩推一
選」、「海推直選」、「公推競選」、「民推直選」、「公推差選」、「差額直選」
等。不同選舉類型的差異，將有助於理解組織部門或是上級書記權力所受到的
影響。
2004年之後，在中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鄉鎮黨委選舉的進行採取了「公推
直選」的方式，在程序上也大體統一為「公開推薦、民主評議、組織考察和直
接選舉」四個基本步驟。不過，各地試點經驗不同，在實踐上仍有許多差異。
從個案而言，四川省平昌縣的實踐經驗受到大陸學界內部非常多的探討，原因
在於其改革模式觸動舊有的幹部選任制度。以下幾點說明其與過去制度不同之
處（劉謙祥，2007:43；李美玲，2007:67）：

一、選任制度的創新
原先是組織任命，現在則有黨員提名的環節。例如平昌縣的鄉鎮領導班子
過去由縣委直接提名和委任。在公推直選的制度下，候選人則由三項提名來源
產生，分別是群眾代表提名、黨員提名以及組織提名，最後的人選則由黨員直
接投票產生。

二、選舉程序的創新
、選舉程序的創新
選舉程序的創新
改「多層面間接選舉」，為「單一層面開放式選舉」。原先是黨員選代
表，代表選委員，委員選書記和副書記三個層面的間接選舉程序，改為全體黨
員先選書記、然後選副書記，最後選委員的程序，也因此稱為「倒著選」，從
間接選舉到直接選舉。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26 《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研究通訊》創刊號
創刊號 (2013年12月)

表一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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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舉方式創新
、選舉方式創新
選舉方式創新
從少數人選人，改為多數人選人，不再侷限過去由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黨員
代表選委員，由十名左右的委員選書記和副書記，而是由全體黨員直接投票進
行差額選舉。

四，幹部管理創新
，幹部管理創新
幹部管理創新
從組織管理變成全體黨員評判任免幹部，此點也是平昌縣試點的獨到之
處，原先幹部績效考核為上級組織部的工作，但是現在則加入黨員意見的影
響。
在鄉鎮層級，通過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與黨委班子選舉方式的改變，
讓鄉鎮治理建立在更廣泛民意基礎與責任意識上，藉競爭性選舉開放群眾與
黨員的政治參與空間，延伸黨國與社會的聯繫（梅麗紅，2008；李永忠，
2003:71）。不過，「公推直選」關於候選人資格設定有以下兩個重要特徵：
（一）在「黨內民主」的框架下，不論是何種選舉形式，都以黨員身份做為最
基本的參與條件；在候選人資格設定環節上，組織部門仍舊扮演關鍵角色，組
織部門設定資格，在舉行公推、民推、海推或是民主推薦會，名單蒐集完成之
後再進行篩選。

參�����������������
、「十七大」以來「公推直選」的發展
在中共「十七大」召開時，時任中組部副部長歐陽淞曾透露，「十六大」
以來，全中國大陸共有300多個鄉鎮開展領導般子的直選試點，其中在提名階
段實行「組織推薦」與「黨員推薦」相結合。⑤ 歷經「十七大」至今，中國大
陸「公推直選」的進展有幾個特徵：一是從「敏感」到「正常」，再到普遍推

⑤

「十七大舉行第二場記者招待會歐陽淞介紹黨建情況」，新華網，2007年10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07-10/17/content_68978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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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是基層黨員的參與度較高；三是「公推直選」因觸碰既有權力結構，存
在政治風險；四是「公推直選」雖然尚未普及，但勝於以往「說多做少」。⑥
依據筆者整理「十七大」以來各省「公推直選」的數據，可將各地公推
直選的發展程度分為三類：「持續進行鄉鎮黨委領導班子公推直選」、「鄉鎮
黨委領導班子試點」、「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試點」以及「村與社區公推直
選」，依此可呈現以下的發展差異：（一）較好的區域有江蘇、四川、遼寧三
個省分，其中四川與江蘇不僅進行鄉鎮黨委書記領導班子的公推直選，在鄉鎮
黨委書記公推直選方面也持續試點；（二）進行鄉鎮黨委領導班子公推直選首
次試點：廣東省、山西省與江西省在2010年首次進行鄉鎮黨委書記領導班子的
直選。由此可知，公推直選推動的範圍與邏輯是橫向擴大，而非垂直發展；
（三）進行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的首次試點為河北省；（四）鄉鎮黨委書記
公推直選的持續試點的省分，2010年有四川、廣東、湖北、湖南、山西、河
北、浙江、江西、山東、貴州、陜西、重慶；2011年則有江蘇、廣西、廣東、
山西、黑龍江、河南海南、雲南、陜西與甘肅。整體觀之，目前公推直選試點
的主要對象是鄉鎮黨委書記的層級，發展趨勢仍舊落在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
選，延伸到領導班子的試點。因此仍舊屬於「試點」的邏輯，縣級看不見明顯
突破。
整體來說，中共「十七大」以來「公推直選」主要的趨勢為：（一）公推
直選並不在於向上延伸，而是在固有範圍的橫向擴展，即從公推直選鄉鎮黨
委書記、副書記，到整個班子的公推直選。（二）試點時間長，而擴點試點幅
度小。（三）各地落實差異大，這應與試點的掌控有關，例如江蘇、四川的試
點，一直都有中央組織部的支持，即是中央主導的試點模式。地方也有自發的
試點，不過能否持續，除了有政績與治理需求外，其向上或擴大試點的機會受
限於行政層級的複雜性，最終關鍵還是在書記與組織部門的人事審批權力。

⑥

「中共公推直選助力黨內民主」，大公報，2011年5月26日，版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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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由前述鄉鎮長直選的轉折，顯示中共既想解決「任命制」下的權力集中，
又要防堵「選舉制」下的權力流失。而其中「黨管幹部」便是主要環節，也是
探討中國大陸基層民主不能忽略的制度邊界。中共依「黨管幹部」與多層次間
接選舉制度的運作，組織層級越高，同質性與自主性也越高；反之，基層組
織則更有賴於群眾的支持。從高層到基層採取不同的制度修正，並將改革重心
置於基層與地方政權，以符合中央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步調，形成「分層管理
體系」，也就是中央的民主推薦、縣級以上的票決制、以及鄉鎮以下的公推直
選。
「公推直選」固然為鄉鎮治理帶來正面效果，不過就幹部選任的角度，實
則造成傳統決策與改革之間的磨合問題。原先鄉鎮黨委書記的產生，通常由上
一級黨委與組織相關部門任命，「公推直選」的步驟無疑加深此一幹部任命過
程的不確定性因素（李美玲，2010:71）。問題是，組織部門的權力是否真的從
「球員兼裁判」變成「只是裁判」？事實上，在整個選舉的設計過程中，第一
道關卡其實是資格與原則的設定。群眾與黨員代表可以推薦，但是必須符合資
格設定（王勇兵，2006）。當公推過程結束之後，組織部蒐集名單，仍要再進
行一次過濾，之後的過程便在此一名單的基礎上運作。因此，大陸學者也指
出整個選舉的關鍵仍在於「名單怎麼來」？此部分隨著各地選舉制度在規則設
計上的差異，對於組織部門與書記人事權的衝擊也有所不同，若在基層選舉
中「兩推一選」，或是「海推直選」，書記或是上級組織部門無法直接決定人
選，自然衝擊較大。這也說明對於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發展成果，仍需根據不
同類型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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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書評：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治理和政治的中國〕
〔安東尼．賽奇（Anthony Saich）〕

吳心喆
中山大學

作 者安東尼．賽奇（Anthony Saich），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
際事務教授及哈佛大學Ash民主管理與創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主任。他在就讀倫敦大學時，便透過中英政府的交
換學生計畫，於1976年時到南京大學留學，主修中國古代和近代史，之後也常
去中國，對於中國事務非常熟稔，也因此賽奇的這本中國政治與治理具有相當
的可讀性。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至今，討論的最熱門的議題就是如何能有效的治理中
國這樣一個多元且龐大的國家。本書提供了一個廣域的視角，從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國探討至今，並在網路上隨時針對每一個章節提供更新。本書大致上可分
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採用編年史的作法，將中國以1978年鄧小平上台
為界線，劃分成兩個時期，每一個時期再細分成三到四個小的區間，來探討每
個時期中國發展與治理政策的轉變。第二部分則是透過影響中國政治與治理的
重要元素：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三個元素來探討，最後則探討
了民眾的政治參與和抗爭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第三部份則是由經濟、社會和
外交等政策來討論中國在這些政策的重要議題、決策過程和機制，以及牽涉的

吳心喆

中山大學政治所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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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最後則是提出中國目前內部和外部重要的挑戰，和如何達成好的治理作
結。
一般來說，探討中國政治與治理的文章或專書，很多會直接開始討論該文
或該書意欲探討的議題，並專注在該特定議題的討論上，而本書則類似於一個
可以提供不太懂中國政府與治理議題，但希望能開始了解相關議題的讀者可用
的入門書籍。作者一開始先概略的介紹了中國政治與治理上所面臨的問題，特
別是中國多元的種族、各地方的差異，以及外在的威脅，促使了中國政府在治
理政策上所採取的立場，並強調了共產黨的現代化國家的看法。這部分就可以
給予讀者一個整體的概念，讓讀者了解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在治理政策制定上的
關鍵考量因素。在第一部分，作者則是試圖讓讀者建構中國從建國以來政策和
治理模式的流變。作者闡述並回顧了從1949年到最近中國政治上所發生的各項
重大事件，並詳細的描述了事件的始末和影響決策的因素和角色，這部分基本
上反應出學者們對於中國政治體制轉變的觀察，中國正從極權的一人或極少數
決策的治理模式，逐漸走向韌性威權的集體且制度化的治理模式。隨著毛、鄧
等革命時代的建國元老們過世，中國已經沒有如這些革命世代具有Charisma光
環的人物，一人決策拍板的模式已經不再適用，集體決策和技術官僚逐漸扮演
決策和治理上重要的角色，中國也在這段時期逐步與國際接軌，並在國際事務
上開始發揮影響力，同一時間，中國內部則面臨了嚴重的貪腐控管問題。第二
部分，作者則直接點出了中國政治和治理上最重要的三個元素：黨、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最後則探討了民眾政治參與的困境。作者在介紹這三個元素時，
大致都先介紹各自的組織執掌、實際運作狀況，以及彼此的聯繫。在黨的部
分，作者也點出了黨的組織，意識形態，面臨的包袱和改革時的限制。作者並
指出，黨在這三個元素的作用在於提供人才擔任政府和人大的職務，並監督指
導這些單位能夠依照黨的決定和「法令」運作。在中央政府部分，作者也是先
概略介紹了制度上的中央政府體系，過去運作狀況，以及改革開放後所面臨的
問題，整體來說，改革開放後，中國中央政府已經比過去毛時代來的開明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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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但依然在人權等國際重視的議題上較為嚴格。而在地方政府部份，地方
政府的權責已經從過去中央主導權重的模式逐漸成為地方分權的模式，隨著改
革開放後民眾和社會的改變，地方成為第一線面對民眾，處理爭議，且也必須
帶動當地發展的單位，因此地方領導人必須很有彈性的來處理地方事務，以滿
足地方的變遷和需要。作者所點出的這三個元素，是研究中國治理問題必須知
道的基本知能，透過此一部分，讀者可以大致上了解這三個元素在中國治理上
制度面、歷史面和現在問題面的發展和角色。在這一部分的最後，作者則透過
一系列政治參與事件的發展，點出了民眾參與政治運動的困境：這些政治參與
或相關運動的發起，政府都會盡量掌握在可控制的範圍中，因為在中國的政治
環境中，這些參與都有可能帶來政權的不穩甚至崩潰。在第三部份，作者則詳
細的介紹了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外交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如何制定和執行。最
後，作者說明了中國現今的領導階層正採取一個新的、動態的治理模式，這個
模式已經不可能單純考慮共產黨本身的思維，中國領導階層必須確保和增加自
身的治理能力，反應民眾的需求和國際情勢，以期能以確保共產黨繼續領導中
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整體而言，這本書詳細的對於中國的治理模式進行了
一個描繪，意欲先讓讀者進行一個中國政治和治理歷史流變和現今發展的概念
建構，以期在讀者看完本書後，能夠對於中國政治與治理有一個總體的了解。
總之，本書的整體布局和內容很明確的就是期望能提供希望了解中國政治
和治理的讀者一個整體又不失詳細的介紹。本書的另一個亮點則是作者也在網
頁上隨時提供了更新的內容，因此讀者不致於會因為中國目前的局勢變動而失
去最新的資訊，例如作者在網頁上，便提供了習近平上台後的更新內容。整體
而言，本書是一本非常適合希望了解中國政治和治理模式的入門書籍，也是一
本適合在課堂上提供初學學生入門的教科書。讀者可以在細讀完本書後，對於
中國政治和治理有一個初步但總體的看法，並可由此為基礎，繼續探究其他較
為專門或新的治理議題。但讀者若是希望直接探討特殊專門治理問題，本書則
無法提供對於專門議題深入探討的訊息，也不是本書撰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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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書評：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鄭永年〕

中國模式的政治分析
吳振嘉
臺灣大學

2008年北京奧運將中國的成功展現在世人眼前之後，許多關於中國是否走
出與西方不一樣的現代化途徑的討論成為焦點。「中國模式」（China Model）
成為目前研究中國的熱門話題，其核心內容大致包括了「一黨統治、在自由市
場與國營企業之間共同認定的一個折衷方案」（Naughton，2010）。① 不過，對
於「中國模式」是否真正存在，學界仍沒有定論，② 中國官方的角度則是從一
開始的迴避，轉變成肯定並試著總結「中國模式」的可能內涵。
鄭永年教授在2011年的新書中廣泛地討論了「中國模式」的概念。③ 其中

吳振嘉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① 這一波「中國模式」討論熱潮的開端，首先來自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所提出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在總結了中國改革
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後，以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反面說法建構論點，其背後邏輯隱
含了未來的中國足以挑戰「華盛頓共識」，也就是以美國為獨霸的國際體系與全球市場經
濟（Ramo, 2004）。中國特殊論的說法在中國內部有其淵源，早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已出
中國特殊論的說法在中國內部有其淵源，早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已出
現，在國際上則有中國威脅論的想像，這些討論可以視為「中國模式」的前身。
② 關於是否有「中國模式」，更為表面的爭議是在定義與名稱上仍未達到共識，除了「北京
共識」外，尚有比較不那麼明確的「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在西方威權主義研究
傳統的脈絡下，許多混合概念的組合名詞也曾經被各個學者所使用（丁學良，2011）。
③ 鄭氏對於「中國模式」的英文名稱與一般不同，稱之為Chinese Mode，但實質的討論還是
圍繞在中國模式的脈絡中。例如他指出「中國模式對於西方已開發國家和其他開發中國
傢俱有不同的意義。對很多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來說，中國模式的意義在於其到底是否
能成為有別於過去其他所有的一個替代模式」（鄭永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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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民主化前景的討論，可以做為政治論式「中國模式」的主要論點。④
這本書集結了鄭永年教授近年來觀察中國政治發展的相關文章，它也回應了一
個國際上對於中國的主要質疑—民主與人權政策的缺乏。
雖然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基本取得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也得
到了進展。但在政治層面，中國目前仍然沒有發生朝向民主化的轉型。相對於
國家發展模式（經濟式）的自信滿滿，⑤ 用政治發展角度來論述「中國模式」
的方式則是相對具有防禦性質。一個令人沮喪的現實是，從清末立憲運動開
始，中國從事憲政民主的反復試驗和努力迄今都失敗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
能是，清末以來民主制度的引進都是為了有助於使國家強盛，所以在制度引入
過程中並未注意民主價值的塑造，使被改革的中國缺乏可使民主生根的土壤。
在改革開放的成功下，1990年代期間各界對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報以極高的期
待，原因不外乎來自西方傳統現代化理論的預設，再加上當時中國農村基層民
主的推行成果令人驚豔。進入21世紀，這種說法當然發生了困難，不僅中國仍
然是一個威權政體，基層選舉的向上推進也發生了停滯。有一些批評中國政治
改革停滯或是緩慢的論點在這個領域中發酵，鄭永年教授不完全同意這種看
法，書中提出了對於目前中國政治改革內容的三種觀點或是解讀。

④

⑤

根據筆者的歸納，關於「中國模式」至少可以歸納成三種說法，發展論、政治論以及文
化論。首先是發展論式的，認為中國成功地結合威權體制與經濟發展，而未來仍可以持
續相當的時間，這可以用上述雷默的說法為代表，近來哈爾玻（Halper, 2011）的新書
也認為「中國模式」將可以主導二十一世紀；其次是政治論式的，尤其是一直努力建構
一種中國式民主的途徑，這種說法認為中國若要實行民主，其發展途徑及參與方式必然
不同於西方，為中國目前的政治改革辯護並指出什麼才是中國民主化的合適道路，鄭永
年的新書提供了不少此類論點；最後則是一種中西混合的體制，可以視之為文化論式的
「中國模式」，在中國現狀與西方制度中各取部分，成為一種特殊的體系，主要的架構可
以潘維（2010）提出的「中華體制」作為代表。
大體來說，支持學者的意見大多肯定中國目前發展的成就，同時也認為中國體系基本上
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哈爾玻的一本新書提出相當完整的說法，指出中國發展模式的精神
在於「市場式威權主義」，過去三十年間為中國提供了高速的增長、穩定，並向中國人民
承諾更美好的生活。但這一模式卻缺少政治自由。「中國模式」的內涵是指過去三十年來
中國的發展與改革歷程累積而成的一個特殊綜合體（Halp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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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解讀是強調中國政治改革的漸進性與次序性。鄭文指出「不能說中
國沒有政治改革」，⑥ 中國改革的多重壓力主要是依靠改革的漸進性來化解，
冒然地進行改變會為政經環境帶來不可逆料的後果。此外，中國的改革具有
次序性，從經濟到社會再到政治。1970年代末期到21世紀初，改革的主軸是經
濟；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以來，進入了一個以社會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到
目前為止，中國仍未進入以政治改革為主體階段，政治改革階段的到來，取決
於社會改革和進一步的發展（鄭永年，2011:16）。
第二個解讀，乃是指出民主在許多非西方社會並不一定獲得成功。民主需
要許多社會經濟條件的配合，目前中國則未達條件。西方的民主政治並非放諸
四海皆準，以往貧困國家施行民主的結果，通常並不順利，例如印尼、柬埔
寨和孟加拉。另外，經濟發展的過程不是推動國家的民主化過程，相反的，
它可以很容易導致現存國家的「政治衰敗」，杭廷頓的著名學說「政治秩序較
之經濟發展和民主化更為重要」深植東亞威權主義領導者的心中（鄭永年，
2011:63）。
最後，中國目前的政治模式並非完全沒有民主，而是已經在具有中國特色
的民主化道路上。鄭永年教授提出兩點，包括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動力已
經出現，以及中國已經找到較為可行的實現民主路徑。前者指的是經濟發展所
帶來的社會與心理因素的開放，後者則強調中國目前正在實行「黨內民主」、
「人民民主」、「參與式民主」以及「協商式民主」等等，創新制度的民主實
踐。鄭永年的重要論點之一是，中國政治改革必須「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
政治在後，國家制度要透過各種改革來得到建設」（鄭永年，2011:117-132）。
這三層論述也呼應了中國目前的政治現狀。北京當局既要維持共產黨一黨
專政，又要回應世界上主流民主價值的挑戰，必須有一套論述說明體制正當性

⑥

類似的說法可見康曉光，「批評了一種流行的謬論—中國沒有進行有意義的政治改革」
（支振鋒，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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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又可彰顯其制度的合理性。總體來看，這層論述的立論原則在於中國
的民主化前景，架構方式是建構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理論關懷是
一條非西方社會民主化的途徑為何，其目標在於維持一個可控制的有序政改路
線，同時也抵制民主演變理論。2009年初，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公開談話
可以充分表現這種說法的政治目標，他呼籲中國的立法者們，要「堅持正確的
政治方向」，並記住中國和西方的「本質區別」，中國的體制「絕不能照搬西
方的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和兩院制」。
中國目前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論是「中國道路」或是「中國經
驗」的說法，都顯露了中國30年來發展的特殊性。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模式」
能夠引發各界的熱烈討論。唯「中國模式」還需要渡過治理能力的考驗，只有
既促進經濟增長，又能照顧到大多數人基本的生存條件，而且需要不斷改善、
協調局部利益之間的各種矛盾，中國才能在世界上不斷提高自己的地位與影
響。使其發展模式成為獨特而且值得其他國家學習仿效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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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基層選舉與地方治理學術訊息
2013年6-12月

〔台灣〕
1.

東亞的民主與公民政治研討會
時

間：2013年6月17日至6月18日

地

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第一會議室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台灣
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民主研究計畫、台灣大學社會
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2.

中國大陸基層選舉與公共治理：回顧、突破與展望研討會
時

間：2013年7月29日至7月30日

地

點：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212會議室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台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政
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3.

健全地方發展與治理研討會
時

間：2013年11月2日至11月16日

地

點：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智庫、台灣新
世紀文教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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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兩岸地方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時

間：2013年12月2日至12月3日

地

點：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212會議室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協辦單位：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研究中心、台灣大學社科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中國〕
1.

2013年5月25-26日，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主辦的首屆「世界
農村和農民學論壇」在武漢順利舉行。論壇以「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和
農民之命運」為主題，旨在推進世界各國學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學
者與發達國家學者之間的對話和交流，瞭解和借鑒不同國家或地區農村
現代化的經驗與教訓，拓寬學者學術視野，提升學術研究的品質，並推
動世界關注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和農民之命運。來自國內外學術科研機
構的80余名學者齊聚一堂，就「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貧困問題與反貧困
戰略」、「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城鎮化與農民流動」、「農村和農民學研
究的理論與方法」等重要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會議取得圓滿成功。

2.

2013年6月29-30日，由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復旦大學當代中
國研究中心主辦，在復旦大學的複宣酒店召開「新時期國家—社會關
—社會關
社會關
係：中國經驗與國際比較」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副校長林尚立教授
在開幕式上代表學校致辭，華中師範大學徐勇教授和波士頓大學傅士卓
教授作基調發言。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中
國人民大學、中央編譯局、上海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鄭州大學、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州立大學等學術機構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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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中外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教授出席了會議。圍繞「國家與社會關
係研究的理論思考」、「轉型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重構」、「新時期政
黨、國家與社會關係」、「社會改革與治理的制度建構」、「中國社會組
織發展的理論和實踐課題」、「中國治理—國際視野」、「國家與社會關
係：國際比較」七個主題展開熱烈而深入的討論。

3..

2013年7月6-7日，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主辦，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
務管理學院承辦的「公民參與與地方治理創新」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
舉行，來自台海兩岸十多所高校的三十多位學者參加了為期兩天的研
討。會議圍繞「公民參與的思想資源與文化情境」、「社區治理與網路參
與」、「公民參與與政府創新」、「區域治理與公民參與」、「公民參與與
公共稅收」等五個方面展開熱烈討論。

4..

2013年7月15-26日，由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臺灣大
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臺灣蔣經
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共同合作主辦，以「海峽兩岸公共治理中的國家
與社會關係」為主題的社會科學暑期高級講習班，在臺灣南投縣埔裏鎮
的暨南國際大學舉辦。來自海峽兩岸高校的青年教師和博士生30餘人，
與來自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的10余位大學教授進行了廣泛學術交流，
深圳大學黃衛平教授與浙江大學郁建興教授、清華大學景躍進教授、華
中師範大學徐勇教授先後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
發展等相關主題作了專題授課。講習班還深入考察了埔裏鎮的桃米社區
生態村建設和菩提長青村社區老人互助關懷等典型案例。講習班由台大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斯勤教授和復旦高研院副院長郭蘇建教授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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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3年10月25-26日，由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香港城市大
學公共政策學系、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聯合發起和主辦的首屆兩岸三地公
共治理學術論壇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東主樓701會議室拉開序幕。來自兩岸
三地20多所院校的3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學術論壇。論壇共設有7個
專題，分別是「政府改革與治理變革」、「公共治理中的非政府組織」、
「公共治理、問責與政府績效」、「文化產業治理與社會建設」、「公共
服務供給」、「腐敗、廉政與行政倫理」、「可持續發展與治理轉型」。

6..

2013年11月23-24日，曲阜師範大學承辦的山東社科論壇—農村改革與
發展學術研討會在日照校區成功舉辦。研討會圍繞新時期的「農村改革
與發展」系列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研討內容涉及「城鎮化與新農
村建設」、「新農村文化與社區建設」、「基層治理與民主建設」、「農村
改革、教育與公共服務」、「農民組織與農業現代化」、「農村土地、產
權、環境問題」等。

7..

2013年11月30至12月1日，由臺灣政治學會主辦，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中山大學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高雄大
學政治法律學系、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承辦的2013年臺灣政治
學會年會暨「東方政治學？—臺灣經驗、中國崛起及國際流變」國際學
術研討會在臺灣中山大學舉行，會議的主題是東方政治學，包括臺灣經
驗、中國崛起、國際流變三個子題。本次研討會將分為臺灣、亞洲與世
界等三層次，以理論及經驗兩種視角交叉出屬於東方政治學的特殊性。

8..

2013年11月30日，由中共中央編譯局、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清華大
學政治學系聯合主辦的「推進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學術研討會」
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中央黨校王長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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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學景躍進、北京大學徐湘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趙樹凱等16位知
名教授發表演講。

9..

2013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華
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建設研究中心、湖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和安徽大學農村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主辦，安徽大學農村改革與
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承辦第七屆縣鄉幹部論壇在安徽大學召開。本次論
壇主題為「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安徽大學何開蔭教授、中國人民
大學程漱蘭教授、南開大學劉純彬教授等專家學者做了大會主題發言，
來自全國各地的50餘位縣鄉幹部和專家學者，就農業現代化、家庭農場
發展與農地流轉、農業與農村制度創新、人口流動與城鄉治理、新型城
鎮化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10..

2013年12月14-15日，由國務院參事室當代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浙江農
林大學、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農村
改革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等單位協辦的「中國農民發展研討會」在浙江臨
安順利召開。協同創新中心輪值主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
徐勇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周研究員、浙江大學
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祖輝教授等研究人員參加了研討會。研討會
上，與會專家圍繞推進城鎮化與城鄉發展、明晰集體產權、建立農民以
土地等入股的公司制、推進村鎮城鎮化、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改革
鄉村治理機制等議題，作了主題報告和專家報告。

11..

2013年12月16-17日，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和廈門大學臺
灣研究院主辦，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廈門海滄台商投資
區管理委員會、兩岸協創中心海滄實踐基地和廈門市海滄區人民法院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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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辦的兩岸基層法治建設與社區發展交流會在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舉
行。本次交流會分為理論研討和實地參訪兩個階段。與會嘉賓圍繞兩岸
基層法治建設、兩岸社區治理法則、兩岸民間糾紛解決多元化機制、兩
岸社區建設與營造政策、資訊公開與公民參與等議題進行了充分交流。
與以往的學術會議不同的是，本次交流會更加強調「協同」和「交流」
的理念。在協同方面，本次交流會充分發揮兩岸協創中心（海滄）實踐
基地的資源優勢，官、產、學相結合，為理論研討更「接地氣」提供了
豐富的素材；在「交流」方面，本次交流會設置了兩岸實務界專家和學
者之間的對話，通過現場參訪和觀摩，為兩岸民眾建立共同認知搭建了
良好平臺。

12..

2013年10月16-28日，臺灣大學前副校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前院長
趙永茂教授應邀在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作了「縣市合併與區域
治理的創新研究」、「地方民主與地方治理的發展趨勢與研究方法」以及
「從臺灣地方自治發展經驗反思幾個政治發展的問題」三場學術講座。

13..

2013年12月17-19日，臺灣大學前副校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前院長
趙永茂教授應邀在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作了「臺灣地方自治與政治的
發展經驗及反思」、「建構多元中心的都會治理」、「臺灣地方公共治理
與公共服務的幾個問題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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