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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旨為探討中國大陸1978至2008年曾出任黨政正部級領導

職務菁英的仕途發展模式。雖然近年來外界關注到中共菁英日益具

備高學歷、技術專業化的共同背景，然而既有文獻僅關注菁英組成

的特徵演變，菁英仕途發展模式成為被忽略的研究課題。

基於政權演變與組織邏輯的理論視角，本文闡述中共如何在

緊握專政的基本原則下，呈現兼顧經濟、社會發展與治理需求的人

事安排。本文認為，由於中共改革開放的調整路線主要來自於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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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替下的偏好改變，在未迫適應環境的調整下，任何因應黨路線

轉變的人事調整，將必須限制在維持黨專政的根本目的內。因此，

不受到黨政治忠誠認可的專業菁英，將隨著時間不斷遭到更替；而

能夠快速晉升至領導人者，也多是黨透過黨職歷練以確保其政治忠

誠的領導幹部。這些仕途發展模式，透露出為何中共得以在改革開

放後追求經濟成長與現代化建設，亦能維持一黨專政的獨特演變路

徑。

關鍵詞：中共、菁英甄補、政權演變、組織邏輯、競爭性風險

壹、前言

在共黨專政極不透明的特性下，政治菁英成為外界探索

中共政治運作，乃至於政策產出的重要管道。基於「黨管幹

部」的原則，過去研究多從個別菁英與高層領導人共同背

景、屬性與經歷的歸納，來建構人際親疏關係。
1 學者多以

派系途徑呈現這些領導幹部得以活躍於中共政壇的條件與憑

藉（credentials），包括上海幫（Li 2002）、秘書幫（Li and Pye 

1992）、清華幫（Li 1994）、太子幫（Tanner and Feder 1993）與

共青團（寇健文 2007）等菁英次團體，都是受到關注的焦點。2 

然而，菁英選拔不但反映出領導人的偏好，更重要的是，菁英

呈現出的集體特徵往往也反映出一國政權體制裡所彰顯的價值

1 這裡筆者所指涉的菁英研究，為集體菁英研究途徑。

2 關於中共派系政治的定義與特色，包括從派系到非正式政治的理論演
化，可見 Nathan 1973; Tsou 1976; 2002。另外，Dittmer（1978）也從菁
英的權力來源（bases of power），依不同的權力格局分為非正式的個人權
威（informal personal authority）與正式的制度權力（formal institutional 
power）。至於中共派系庇護關係的成因，則可見 Dittmer與Wu 1995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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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與文化（Seligman 1964）。從政治發展的視角來看，這些

過於關注次團體的研究，由於並無掌握菁英全體樣貌，因而無

法宏觀地呈現中共政權所彰顯的特質。另一方面，雖然亦有少

數學者持續關注中共權力菁英組成特徵的演變（Li and White 

1988; 1990; 1998; 2003），但這些著重於菁英組成的研究卻忽略

了「仕途發展」的重要面向。舉例而言，儘管中共菁英改革開

放後出現明顯的專業化轉型趨勢（技術官僚治國），但專業菁

英是否能長久出任領導職務？甚至快速晉升為核心菁英？抑或

在短期內被不斷更替？這些關乎菁英「仕途旅程」的課題，無

法從以「職位」為分析焦點的既有研究裡得到答案。

為何有些政治菁英能夠在長久任職於領導職務上，甚至快

速晉升為核心領導人？而有些菁英則仕途發展受到限制，因而

離退？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模式為何？其政治邏輯為何？改

革開放至今是否產生系統性的改變？這些現象背後又代表何者

理論意義？本研究將從菁英仕途發展的面向切入，呈現改革

開放以來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模式與軌跡，並建立解釋的政治

邏輯。筆者認為由於中共改革開放的黨路線調整主要來自領導

人更替下，個人的偏好轉變，其背後目的在於維持共黨專政。

這使得黨政菁英的成員調整必須符合經濟現代化的政策需求

（即重用專業菁英），但卻更存在著維持專政地位的組織生存制

約。在如此變與不變的邏輯下，雖然外界觀察到中共菁英已普

遍具有高學歷與專業技術特質，然而，透過1978至2008年曾

任黨政正部級領導菁英的實證分析，本文將呈現菁英個人條件

的「政治面向」如何持續地左右其仕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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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分成八個部分。除前言外，第二節主要介紹中共菁

英組成的三者既有論述並推演對立假設，其次從政權演變的視

角切入，說明中共領導人如何在組織邏輯的思路下建構菁英體

系與選拔幹部，同時也闡述組織邏輯與既有解釋模式的理論關

聯。第三節則是介紹研究資料的建置、變數測量與研究假設。

第四節說明本文所使用的事件史分析方法，包括核心概念與競

爭性風險分析的應用。五至七節則為資料分析。我們將首先針

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其次檢驗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等不

同領導人下菁英仕途發展模式是否具有系統性差異。最後則從

派系途徑切入，針對本文所提出的組織邏輯充實派系政治的解

釋意涵。結論除了簡述研究發現，也闡述中國菁英仕途發展模

式所賦予的理論意義。

貳、政權屬性、組織邏輯與菁英仕途發展

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模式為何？哪些因素對這些高官的仕

途造成影響？我們首先從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角度切

入，說明中共菁英受到關注的集體條件與介紹現有解釋模式。

其次，筆者將從政權屬性的組織邏輯切入，探討黨作為一個自

主性的組織，如何調整路線與人事安排，並說明本文提出的組

織邏輯與既有解釋模式的關聯性。

一、紅與專：菁英取代、菁英二元還是菁英栽培？

共黨取得政權後，「紅」的菁英集體特徵成為學界首要關

注之焦點。Djilas（1957, 37-69）率先揭示社會主義國家以「黨

員身份」劃分新階級的趨勢。他主張共黨黨籍在革命鬥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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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光榮象徵，但取得執政權後黨也成為這些權力份子獲得特

權的工具。由於共產黨擁有嚴密的組織結構、行政權力的壟斷

與強烈的排他性，這讓具有黨員身份的個人將可獲得社會資

源挹注，取得良好教育、專業知識的訓練與較好工作機會。

而如此黨員壟斷政治、社會、經濟資源的現象，中國大陸與

其他蘇維埃式（Soviet-type）共黨國家相當類似，亦即個人黨

員身份的政治性條件是中國社會裡個人能夠向上流動的主要

因素（Dickson and Rublee 2000; Walder 1986; 1990, 49-65; Zhou 

1995）。在80年代初期以前，中共選拔菁英主要重視黨經歷的

資深程度（seniority），例如是否參與長征、抗日戰爭等經驗；

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奉、積極參與階級鬥爭的政治忠誠、無產

階級的家庭背景等屬性，同時甄補模式並無系統性的改變（Li 

and White 1988, 373-74）。然而，當黨決定將路線從階級鬥爭轉

移至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在政策路線改變下，中共急需具

專業知識、背景與能力之專才來參與經濟建設。因而中共菁英

結構的專業化轉型趨勢，也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Lee（1991）

便首先點出十二大後中共菁英由技術官僚取代革命幹部的演變

趨勢。而他也主張在日漸重視專業菁英選拔下，將導致中共走

向政治威權主義，以及社會多元主義的國家走向，同時政府對

國家控制力也將因此下降。

如其他共黨國家一般，中共菁英的「政治性」與「專業

性」成為學者關注的共同特質。以此，菁英階層與體制如何融

合「紅」與「專」菁英，成為既有文獻探討改革開放後中共

菁英甄補與構成的核心課題。延續 Lee（1991）的觀察，Li與

White（1988; 1990; 1998; 2003）一系列針對各屆中央委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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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除了闡述中共菁英邁向專業化轉型的背景與趨勢外， 3 

同時也主張後鄧時期的技術官僚已全面掌握最高權力。由於第

三代領導菁英皆具有技術官僚務實特質、缺少個人魅力與歷

史經驗。Bachman（1992, 1048）也認為往後不論誰接任領導

人，對中共未來政治走向將不至產生重大的差異。趙建民與

張鈞智（2006）也以中共官員的技術官僚特質闡述菁英循環論

（Elite circulation）的現象。這些重視專業性菁英取代政治性菁

英的觀察，主張由於改革開放的路線轉移，中共需要大量專業

技術菁英來符合政策需要。在更重視專業性條件的甄補下，出

現技術官僚取代革命幹部的轉型趨勢。因此，針對「菁英取代

論」於中共菁英仕途發展模式的解釋，我們可發展出以下對立

假設：

假設一：改革開放後，具專業技能（財經、工程與科技）

菁英於領導職務的任職時間越長，同時晉升速度也將越

快。

菁英取代論揭露中共菁英轉型的趨勢，然而，該論述並未

系統性探討菁英的政治性條件如何在改革開放時期持續發揮效

果，抑或產生何者變化。如Walder（1990）強調的，即使中

共致力經濟現代化建設，但政治性面向（political dimension）

在菁英選拔裡的重要性卻絲毫未減。基於 Konrád與 Szelényi

（1979）所發展出的二元菁英聯盟模式，Walder（1995）證實

3 Li與White（1990, 9-16）從環境因素與內部因素歸納出六個中共技術官
僚興起的原因。環境因素包括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文革後面臨意識型

態的危機、經濟現代化建設的人才需求；至於內部因素則是領導人的有意

支持（technocrat patrons）、知識份子的要求以及幹部的老化等。其中他們
認為「領導人支持」更是專業菁英興起的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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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裡，「紅」的政府官僚將會與「專」的

技術官員共享權力。他發現從事「高威望、較具資源分配權

力」的組織幹部多擁有黨員身份政治條件與高學歷專業條件；

但對於技術專業幹部而言，個人的教育專業背景才是主政者選

拔菁英的憑藉，黨員身份不會是上級的考量依據。除了以社會

流動的視角論述菁英分立的組成特色外，Zang（2004; 2006）

也從制度安排的途徑探討中共黨務與政府部門菁英甄補的差

異。他從功能分殊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的角度，主張

共黨專政下黨與政府部門的職能差異將會更被凸顯。由於改革

開放後領導人必須加強機構專業化與分殊化以加快經濟建設的

步伐，而政府部門被賦予經濟發展、建設的任務，產生專業治

理人才的需求；黨則是在意識型態上對政府提供政治指導。因

此，不同部門的領導崗位對於領導幹部的條件，特別是政治忠

誠與學歷背景應有不同的組合。若如此的「菁英二元論」能夠

解釋菁英的仕途發展，那麼便表示在中共官場中政治性與專業

性條件將具有相互不可取代的影響力，兩者條件對個別菁英的

仕途發展皆具正面的影響。以此，可發展對立假設二如下：

假設二：改革開放後，具專業技能（財經、工程與科技）

菁英於領導職務的任職時間越長，同時晉升速度將越快。

此外，入黨年齡越輕者於領導職務的任職時間也越長，同

時晉升速度也將越快。

菁英二元論預設了菁英紅與專兩者個人條件相互分立，乃

至於互斥的特質。然而，這些專業技術官僚之所以能夠取得

專業資格、技能，實可能是來自於黨的系統性栽培。以此，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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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Walder（2001）按贊助式流動理論脈絡， 4 探討中共菁英入

黨時機於生命歷程的重要性，並提出「政黨贊助式流動」概念

（party-sponsored mobility）。他們主張個人的黨員身份，並非如

專業知識、技能一般為個人條件，而是一種「會員」的身份。

菁英候選人若越早獲得黨員身份的認可，將進入另一條栽培、

晉升管道。這些黨培育的份子可能不見得有受過良好的教育訓

練，也不具備專業知識，但加入共黨將會增加他們受培育的機

會，得到社會上競爭的優勢。這意味著這些早入黨的菁英將會

受到上級領導的重視與栽培。而對於那些中年之後入黨者，則

黨員身份僅是社會地位的象徵，或黨對他們貢獻的肯定，對他

們的未來發展並無實質幫助。換句話說，「菁英栽培論」主張

政治忠誠應是中共選拔菁英不變的要求，因而即使因應黨路線

調整需要而納入專業菁英，但這些技術官僚也必然是通過政治

忠誠考驗的領導班子。故決定個別菁英仕途發展的因素，應在

於菁英之政治性條件，特別是入黨年齡的因素，如對立假設三

所示：

假設三：改革開放後，入黨年齡越輕，於領導職務的任職

時間也越長，同時晉升速度也將越快。

透過上述既有解釋模式探討以及對立假設的推演，可以看

出既有的解釋模式有各自的理論基礎，但究竟何者符合中共菁

英的仕途發展模式？將是本文欲主要釐清的課題。就理論觀點

4 
「贊助式流動」的論點來自於 Turner（1960）針對英國社會的觀察。他發
現在英國社會中，學員是否能進入都市、工業化程度較高學校就讀，取決

於其社會背景以及既有社會菁英的關係，這與美國社會中較為開放的競爭

式流動相當不同。在贊助式流動中，既有菁英對屬意的代理人進行有計畫

的培育，讓他們在獲得專業技能後能理所當然地進入菁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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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由於「派系政治」一直是外界觀察中共領導菁英的主要

切入焦點，然而僅關注菁英內部次團體的互動與權力消長，卻

無法直接聯繫中共菁英結構與政體發展的課題。顯然地，這與

菁英論者強調菁英結構、組成將反映一國政權運作、模式的理

論基礎存在一定程度鴻溝（Higley and Burton 1989; Higley and 

Lengyel 2000, 1-21）。而也由於既有文獻較偏重社會學的菁英

流動理論論述，缺乏說明影響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政治邏輯、

動力乃至於機制，特別是黨在菁英轉型過程裡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本研究將從中共政權演變的理論途徑出發，對於菁英仕

途發展課題提出解釋，同時補充中共菁英政治原先較為缺乏的

集體途徑。

二、政權屬性與菁英仕途發展：組織邏輯的連結

（一）中共政權演變的特殊性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確立黨目標從「階級

鬥爭」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提高生產力為中心」的務實

路線。在此之前，由於毛澤東主政下持續強調階級對抗，讓

「革命」不僅存在於黨取得政權的鬥爭過程，連建設後的社會

建設亦充斥革命思維。在領袖魅力領導人、不具社會正當性權

威結構以及持續動員大眾下，中國建政後持續處於以「階級鬥

爭」為綱領的革命動員階段。
5 

改革開放後中國方才走出動亂的極權主義階段。在經改不

5 所謂「不具正當性的社會威權結構」指的是中共的階級鬥爭，往往指涉
既有社會裡掌握權力的特定革命對象。如取得政權前的國民黨，建政後的

資產階級，皆是他們強調要打倒的對象，請見 Dittmer 198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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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增加市場成分的大環境下，階級鬥爭意識型態於政治指導的

作用漸漸降低；同時，壟斷性社會與經濟組織也產生多元化社

會經濟結構。在這樣的趨勢下，外界認為中共極權主義的統治

特徵，如多數共黨國家一般逐漸削弱，出現後極權政體（post-

totalitarianism）的特徵。6 林佳龍與徐斯儉（2004, 11-30）認為

在意識型態、統治能力、橫向聯繫壟斷等特徵產生逐漸弱化的

趨勢，並出現有限領域多元化的狀況下，中共政權呈現「退

化的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authoritarianism）。蕭功秦（2002, 

82-88）則認為在技術官僚治國、低政治參與及高經濟增長、

全能性統治機制的維持下，中共呈現「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

的特性。這些研究都直指中共政權如同多數列寧式政權一般，

終究必須由革命性政權常軌化（routinzation）到官僚性政權的

後極權體制（Wu 1997, 96-104）。

除了與多數共黨國家一般出現政權常軌化的特徵外，值得

強調的是，多數共黨政權的經濟改革措施並未捨棄社會主義優

越性的意識型態，而是在既有的政經架構下納入市場化的成

分。然而，中共卻在90年代後對產權結構進行更大幅度的調

整，以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至今，

「公有制」的堅持可說僅存在於各個制高點產業，其餘部分的

6 Johnson（1970, 3）認為，後極權體制的特性，在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系
將從個人獨裁走向集體領導；其次，恐怖主義是這些國家取得政權相當重

要的工具，如此的色彩也隨著政權穩固慢慢減少；再者，經濟結構也從中

央管制的計畫經濟，逐漸加入市場的成分，走向半計畫經濟或市場社會主

義；最後，在那些被蘇聯介入建立的共黨政權，也漸漸展現出國家的獨立

性。Linz（2000, 247-61）則以「極權主義末期」的字眼來形容後極權政體
的特色，包括高度儀式化與意識型態空洞化、極端的官僚僵化與極少的組

織創新，以及黨統治力量與動員力量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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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可說已歷經了徹底的改造與轉換（吳玉山 2003）。在領

導人充分支持經濟官僚改造體制與追求長期經濟發展下，學界

也主張中共政權已出現「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之特性

（吳玉山 2007, 309-335）。

放棄國家對所有權的全面支配，可說是中共與其他共黨國

家於改革道路上的最大差異。
7 黨國體制對經濟領域的管制的

放鬆，成為中共政權特性最為顯著的改變；然而，不變的是其

對「一黨專政」根本原則的政治控制。進入80年代經濟改革

時期，中國大陸雖呈現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但1989年天安

門事件後，黨卻又加強了社會管制與思想控制，包括意識型

態、社會政策等新限制都直指回到極權主義，但卻又缺乏極權

主義原型的意識型態與動員能力。這使得中共只能利用大眾文

化的活躍與日常生活的非意識型態化，將民眾注意力導向對執

政當局政權無害的方向（徐賁 2005）。而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

共政權仍未出現具體的合法性危機，這表示了中國大陸人民對

制度穩定的需求遠高於對自由的渴望（Chen 1997）。如此主張

穩定的保守政治文化與社會氣氛，也成為中共得以維繫專政的

重要社會基礎。

從比較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如多數共黨國

家般顯露後極權政體的特性，而90年代後的產權改革，更使

其進入與其他共黨國家不同的政權演變階段。另一方面，與其

他東亞「發展型」國家相似的是，中共也出現開明領導人充分

7 關於共黨政權的作邏輯與不同層次的因果聯繫，可見 Kornai 1992（361）
的整理。



172  《台灣政治學刊》‧第十三卷第一期，2009/06‧〈研究論文〉

支持官僚追求經濟發展之特色（自由、市場經濟）， 8 但亦不同

的是，政治上黨始終未放棄專政堅持。那麼，中共如何透過統

治菁英的調整與安排，來呈現政權所彰顯的維持專政以及追求

經濟開放兩者雙重價值觀？在菁英仕途發展上有將展現哪些特

色？筆者將援引組織理論，進一步加以闡述。

（二）組織邏輯的應用

在組織理論（organizational theory）中，組織與其所處外

在環境的關係相當密切。環境不但提供組織維繫所必須的資訊

與資源，另一方面，組織形成後為了能維繫生存以及滿足進一

步的擴張目的，在必須增加組織合法性、資源與生存能力要求

下，則必然要符合外在環境的理性化規範，故環境將對組織產

生限制或控制的效果，也就是「外部控制」（external control）

的效應（Preffer and Salanick 1978, 94-142）。為了在環境的變

遷中維持生存，組織將透過自身目標與行動策略的轉變，滿足

生存的目的。具體來說，組織面對外在環境的壓力，可能採

取「忽視」、「改變」與「適應」等三種不同的策略（Dickson 

1997, 14-17）。忽略外在環境的改變是組織成本最小的應對方

式，但若組織完全不回應外在環境的需求，則它將可能因此被

其他組織取代。其次，組織「改變」與「適應」的調整，則

8 雖然中國大陸與發展型國家的制度特徵並不全然相符，但吳玉山（2007, 
318-319）認為，發展型國家的原始定義來自於行政官僚的心態與能力。
只要當國家的經濟官僚充分得到授權，能夠自由地選擇管制或市場政策的

工具以扶植特定的產業成長，不需順服於特定社會團體或利益，並以出口

擴張和高速經濟成長來支撐政權正當性，便是發展型國家的典型特徵。

另外，也有學者對中國屬發展型國家抱持否定的態度，可見 Breslin 1996
（140-60）。關於「發展型國家」的理論論述與演進，可見鄭為元 1999的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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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與外在環境間不同方向的互動關係。「改變」指的是組

織自發性地進行調整，來形塑對自身有利的生存條件；「適應」

則強調在外在環境的變遷下，組織被動地透過回應來符合外在

環境的需要。如此強調組織與環境互動的理論框架，也已成為

外界作為解釋共黨政權演變相當重要的研究途徑。
9 

那麼，中共改革開放的路線調整為主動改變，抑或被動

適應的策略因應？關於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據統計1978年

全國有三分之一地區的生活水準不如50年代，更有三分之一

地區生活不如30年代（楊繼繩 1998, 18）。一連串的經濟、社

會危機讓一般民眾對黨失去信心，大大打擊中共的統治正當

性（Zagoria 1984, 880-81）。這表示鄧小平所主導的黨路線調

整，很可能來自於社會經濟環境紛亂的被動適應調整。然而，

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對於黨的「執政」角色認知，卻是早在文

革之前便確立的。在1962年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談話中他

首先提出「執政黨建設」的說法。他說：「在過去我們無非是

鬧革命，革命勝利以後，我們黨執了政、掌了權，就要負擔

起把國家引導到社會主義道路去和進行建設的艱鉅任務（鄧小

9 類似適應性的概念，最早起於 Jowitt（1975）針對列寧式政權三個發展階
段的理論觀點。他認為列寧式政權可分為舊社會的轉型、革命式政權的鞏

固，以及黨與國家、社會的融合（inclusion）等三個發展階段，同時主張在
後動員時期（post-mobilization），共黨政權所呈現出來的面貌是與先前相當
不同的。而 Dickson（1997）以「組織適應性」分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
黨兩者列寧式政黨的發展，同時進一步區分有效性（efficient adaptation）與
回應性（respondent adaptation）兩者不同類型的適應性，前者指的是黨菁英
自己改變了政治目標偏好，所進行的政策調整與組織變化。後者指的是除

了黨自身的偏好改變外，是否能夠進一步反應外在社會環境的需求。大體

來說Dickson的「組織適應性」涵蓋了組織與其所處環境間，「改變」與「適
應」的不同方向的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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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1994a, 303）。」而1983年「整黨」後，他更明確指出黨建

設目標就是「成為有戰鬥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

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堅強核心（鄧小平 

1994b, 39）。」明顯地，鄧小平對於黨執政與領導全國人民的

總目標，與毛澤東強調「黨應由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所組成的先

鋒隊組織」相當不同。因此，經濟現代化建設發展的改革開放

路線，我們應可將其視為黨領導人更替後自身目標偏好轉變，

也就是組織理論所強調「主動改變」的策略調整。值得注意的

是，如此以經濟發展（組織目標）為服務政治專政（根本目的）

的組織邏輯，在江、胡依序接班後之今並無系統性的改變。
10  

這使得80年代至今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模式，應具有相當一

致性邏輯。

上述的討論，在於以組織邏輯釐清中共路線調整的背後

動機。那麼，就與菁英甄補思路上，本文所提出的「組織邏

輯」與「菁英取代」、「菁英二元」與「菁英栽培」等三者既有

解釋模式又有哪些重合與不同之處？首先，菁英取代論與菁英

二元論皆肯定菁英專業性條件於仕途發展的重要性。這些模式

主要基於中共菁英主體已從過去的政治性菁英轉型為專業性菁

英。主要原因在於這些菁英不但具有大學學歷、技術工程職務

10 即使江澤民的接班是鄧小平與保守派妥協下的產物。但鄧小平92年南巡
後，3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江澤民便將鄧小平「三個有利於」的相關談
話納入會議決議，並於1993年十四大政治報告中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加強經濟改革步伐與進一步對外開放，而胡錦濤

更是鄧小平所指定的接班人選。從歷次的政治報告看來，即時胡錦濤上台

後強調「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重視區域均衡、分配的構想，然卻

未偏離鄧小平所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發展路線。關於歷屆政治

報告全文，可見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網址：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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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更位居政治局等核心職位（Li and White 1998, 232）。然

而，從組織邏輯來看，中共為了維持專政地位，即使吸納專業

菁英履行經濟建設政策，但專業性條件應非是這些菁英得以長

久任於領導職務，甚至晉升至核心領導人之主因。主要理由在

於這些人事調整必須以不違反生存目的為原則。因此，筆者認

為按菁英取代論所推演的對立假設：「專業性條件對菁英仕途

發展具有正面影響」，應是未考量或未系統性比較這些菁英的

政治性條件時，所出現的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

再者，菁英二元論的經驗基礎，主要來自於黨務部門與政

府部門領導幹部的個人條件比較。論者認為黨務部門與政府部

門將依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建設任務，而存在「紅」與「專」各

自的甄補條件與晉升路徑。然而，按組織邏輯的思路，中共很

可能是先以建設的考量來甄補這些「只專不紅」的專業官僚

─即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組織目的；接著評量這些菁英的

組織表現與政治忠誠後，再決定是否進一步重用他們─即生

存根本原則的限制。換句話說，按組織邏輯所推演的，不具政

治性條件的技術官僚應該中共的專政考量下不斷遭到更替，使

其仕途發展受到限制。

最後，按菁英栽培論的思路，能夠掌握中共最高統治權力

的領導菁英，皆是黨有意栽培的「又紅又專」菁英。直觀上此

論述與本文所主張的組織邏輯相當類似，然而論者並未涉及中

共菁英仕途發展模式是否產生改變的理論範疇。如本節所說明

的，以經濟發展（組織目標）為服務政治專政（根本目的）的

組織邏輯，在江、胡依序接班後至今應無系統性的改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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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認為80年代至今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模式，應是相

當一致的。

參、資料建置、變項測量與研究假設

本文目的為呈現並檢證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黨政菁英仕途發

展模式。在研究範圍上，我們將針對1978年3月至2008年3

月曾任黨政部門正部職之領導菁英進行實證研究，並探討影響

這些菁英仕途發展的因素。
11
而之所以設定在正部級職務，主

要原因在於若將範圍向下擴增至副部級，過大的取樣規模將對

跨年度趨勢分析產生操作上的困難， 12
也無法完全確保官方資

料正確性。此外，鎖定黨政部門也符合政治學上「權力菁英」

的理論意義，而不至出現取樣上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

的結果。以此，本研究所指涉的菁英的「仕途發展」，將是具

體觀察中共領導幹部在得以擔任黨政正部級職務後，其於原級

別離退或晉升至領導人級之核心職務的所需時間。黨政「正部

級」與「領導人級」職務清單如下所示：

11 關於中共不同職務的級別與部門分類，可見中共中央組織部參照試行公
務員制度辦公室編 1995。

12 根據1998年的統計資料，中共黨務、政府、人大、政協、法院與檢察院
與人民團體全體副省部級以上幹部人數達2,562人（中共中央組織部編著 
19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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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級：

　黨正國職—總書記、政治局常委

　黨副國職— 政治局委員（含候補）、書記處書記、中央

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政府正國職—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政府副國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

正部級：

　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共中央各部部長、 

　　　　　省（自治區、直轄市）委書記

　政府—國務院各部部長、省長（自治區、直轄市）

在時間點上，本文設定1978年3月至2008年3月全國人

大、政協會後，所有曾任這些職務的領導幹部。透過時間範

圍的確定，可以建構中共改革開放起始點政治菁英仕途發展

的樣態，以及時間更替下的演變趨勢。筆者以中共中央官方

出版資訊為在資料建置主要來源，先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職官志》（何虎生、李耀東、向常福、蔣建華編 2003），建立

各個職務以及每一個時間點的菁英清單， 13
接著由《中國共產

黨組織史資料》（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

央檔案館編 2000）、《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 

2003）》（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2004），來

建立幹部的基本資料，同時經過交叉比對與系統性檢誤以確定

13 筆者在蒐集資料時已考量國務院機構改革之因素，在國務院部門中，我
們也僅納入正部級以上之部委行署。一般來說，國務院的組成機構、直屬

特設機構、直屬機構的總局、辦事機構為正部級。至於部委管理的國家

局，以及一般直屬機構司局為副部級（浦興祖主編 2005, 24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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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正確性。
14
經統計後，1978年3月至2008年3月曾出

任中共黨、政正部級以上領導職務的政治菁英共達739人（含

現任者）。其中，分別有28位、5位直接擔任黨領導人與政府

領導人，同時有6位從政府領導人晉升至黨領導人。15
這些菁

英在改革開放後並無出任黨政正部級領導職務的經歷，而是文

革即回到領導人級別崗位，以及少數軍方轉任職者（如2008

年3月人大會後任國務委員的梁光烈）。因此，扣除這些研究

個案並不影響本研究課題所設定的範圍。在扣除這些改革開放

後不具正部級職務經歷者，則本研究有效研究個案為700人。

在變項測量上，除了出生時間、性別、族裔等基本變項

外，菁英之紅與專個人條件對其仕途發展的影響，為本研究主

要關切焦點。在專業性條件上，包括學歷與專業學科等變項

較為直觀，並不需測量轉換的過程，且這些變項也多為比較菁

英研究者所採納與重視。
16
在政治性條件上，就定義上，菁英

「政治性」是經由黨政治審查、認可，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忠

14 多數的幹部資料可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中共政治菁英資
料庫」，網址：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而少數早期幹
部資料則來自新華網、人民網與百度百科的搜尋。

15 1978年後僅有領導人經歷的菁英為：（1）黨領導人：方毅、王漢斌、任
建新、李先念、紀登奎、韋國清（壯）、倪志福、徐才厚、徐向前、秦基

偉、張廷發、張萬年、郭伯雄、陳永貴、陳雲、陳慕華（女）、陳錫聯、

彭真、彭冲、楊白冰、楊尚昆、楊勇、葉劍英、劉華清、鄧小平、鄧穎超

（女）、聶榮臻、蘇振華等28人；（2）政府領導人：李德生、姬鵬飛、張愛
萍、薄一波、梁光烈等5人；（3）從政府領導人晉升至黨領導人：王任重、
王震、田紀雲、余秋里、華國鋒、遲浩田等6人。

16 包括歐美等西方國家，以及東歐蘇聯等前共黨國家皆有菁英相關的實證
研究成果，可見 Zang 2006（47）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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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political loyalty）。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將社會流動的「政

治性」條件區分成兩者面向（Walder 1990, 52-55）。首先是社

會背景的個人屬性（attribute）。如出身工農階級、革命份子家

庭等社會標籤。包括過去研究關注的個人「黨員身份」及「入

黨年齡」，基本上都是延續如此的定義而來。

除了黨員的身份屬性外，另一方面個人於組織裡所產現出

的實際行為、態度則是「政治性」的行為定義。在革命時期，

中共對菁英政治性條件的要求，體現在對意識型態、革命狂

熱的份子上。然而進入發展時期後黨對菁英的要求則強調順

從、具實質能力的追隨者（conformist）。以此，筆者認為幹部

的「黨職經歷」將是一個觀察其仕途發展的重要指標。首先，

理論上來說，在菁英階層化特性裡個人的仕途發展與晉升就像

是一連串競賽的集合。勝者意味著能夠有資格進行下一輪的競

賽，而失敗者僅表示失去更上一層樓的競逐機會（Rosenbaum 

1979）。據此，在黨管幹部的原則下，幹部若在相同的層級越

早出任黨職，則應表示越早獲得向上晉升相關條件的資格，即

表示提早進入下一輪的比賽，因而更有競爭優勢。其次，就領

導人的角度來說，被能夠越早出任黨職的菁英，領導人或許將

認為他們的路線與理念與權力中心較為一致，甚至與其個人關

係較為密切，因而領導人具有動機儘早拉拔這些幹部，取得向

上晉升的資格。特別在中國官場裡，各級職幹部至今已形成明

確的屆齡離退規範。
17
這表示相同年齡的幹部若越早取得黨職

經歷的「政治忠誠」認證，則很可能對他們的仕途發展與晉升

17 一般來說，副部級幹部年齡不得超過60歲，正部級是65歲，而領導人級
則是70歲。中共80年代後幹部制度改革的內涵，主要包括「訂立幹部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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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越有正面的幫助。

在說明變項測量後，那麼組織邏輯下的仕途發展將呈現哪

些具體模式？首先，如假設一、二所呈現的，鄧小平以降的中

共菁英出現技術官僚崛起的菁英轉型趨勢。「幹部四化」的幹

部選拔標準也於1982年中共十二大寫入黨章。因而，自改革

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專業菁英應能夠有較長的正部級任職時

間，或較高晉升領導人可能性。然而，如本文所搭建的組織邏

輯所強調的：僅具專業性條件菁英被選拔、重用的可能性，將

不如一個又紅又專的菁英候選人。因而我們預期專業性與菁英

仕途發展的關係，將主要來自於政黨栽培，即政治性條件的背

後主導：

假設四：菁英專業性條件對仕途發展的影響，主要來自於

政黨栽培，即政治性條件的干預。

其次，從職務分工來看，政府部門主要負責經濟建設的任

務，而黨主要彰顯政治統治與組織功能。基於統治穩定的需

要，黨機器或許需要更高的人事穩定度。此外，如先前討論

的，政府職務很可能成為黨觀察幹部工作、組織與政治生活表

現的場域。而為了培養接班幹部具有全面的工作經驗，黨也很

可能安排未來的接班團隊經歷各式領導職務。這些因素都將導

致政府職務流動率高於黨務職務：

拔標準」、「劃分進行幹部新陳代謝的階段」，以及「決定建立幹部退休制度」

等三部分（寇健文 2005, 85-95）。有關80年代以來幹部選拔相關法規的演
變，可見黃信豪 2008（73-103）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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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五：相較於任職於政府部門菁英而言，黨務部門幹部

的任職時間較長，即流動率較低。

最後，在組織生存的目的下，針對層級較高領導幹部的挑

選中共則必須更符合權力維持的考量。而除了「菁英二元論」

與「菁英栽培論」以「入黨年齡」來測量政治性條件外，本研

究也主張「黨職經歷」應可作為觀察菁英仕途發展的客觀政治

性條件指標。在各級幹部的年齡限制下，我們預期在上一個層

級能儘早出任黨職的領導菁英，將會越快地向上晉升。以此，

「黨職經歷」將成為中共黨政菁英能否向上晉升的重要經歷、

條件與憑藉之一。同時就個別領導人而言，在鞏固自身權力的

考量下，上任後也可能將那些與自己關係相近的菁英安排任職

於掌握權力的黨務部門。因此，「黨務經歷」的變項或許也將

存在著領導人與個別菁英私人關係的理論意義：

假設六：越早出任黨職的菁英，則向上晉升的速度將越

快。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這並不表示所有擔任黨職的領導幹

部皆與領導人具有緊密的私人關係。可以預期的是，領導人提

拔幹部也必須符合既有制度規範，同時必須考慮黨內其他成員

可能的反彈聲浪。然而，這並不與本文發展以黨職經歷作為觀

察菁英仕途發展客觀指標有所衝突。

肆、事件史分析：多重事件的競爭性風險

在上一節資料建置中，我們說明了菁英出任黨政正部級職

務後，則可能的仕途發展包含「晉升至領導人級」與「正部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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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退」等兩者結果。「晉升」、「離退」兩者不同方向的仕途發

展以及其所需時間將是本文探索的具體現象。在大量菁英資料

的建置下，我們將採計量方法分析驗證研究假設。由於觀察

標的為個人仕途歷程，包括晉升與離退的不同狀態轉移（state 

transition）問題，因此估計事件發生所需時間的「事件史分

析」模型（Event History Analysis），將是相當適合的分析方法

（Hannan 1989, 351）。總得來說，事件史分析所分析之依變項

必須包含以下三者成分：（1）原始狀態，如進入職場、組成家

庭等；（2）經歷時間：原始狀態所經歷的時間；（3）研究者所

關注的下一狀態：如離職、離婚等（Petersen 1991, 271）。在本

節中，筆者將介紹事件史分析的核心概念，接著說明本研究所

採用多重事件─「競爭性風險」的分析工具與模型設定。

一、風險函數與存活函數

在事件史分析中，風險函數（hazard function）與存活函

數（survival function）是兩個相當主要的核心概念。假定 T為

事件發生所需時間（time to event）的隨機變數，那麼存活函

數的定義便是「時間點 T之後，事件未發生的累積機率」，同

時存活函數與事件發生的累積機率函數 F (t) 加總為1：

此外，我們可以將事件於時間 t＋Δt一瞬間發生的機率

函數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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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風險函數」，定義上為事件在 t之前未發生時，

而在下一瞬間 t＋Δt發生的比率，除了事件於時間 t＋Δt一

瞬間發生的機率外，必須給定該事件在時間 t之前，未發生的

條件機率，設定如下：

由於機率函數 fT (t)的累積機率—F (t) 與存活函數有明確

的數學關係，因此風險函數與存活函數的關係可如下所示：

「風險函數」為事件史模型定義個案狀態轉移的分析標

的。透過風險率的轉換，則事件史分析的最大特點，便在於能

夠適當地涵蓋那些觀察時間截止卻未發生事件的研究個案，而

非武斷地將其視為遺漏值或未發生之個案。以此，事件史分析

將能夠避免右限控個案（right-censored）所可能帶來的偏誤估

計。其次，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針對中共黨政人事資料庫

的個人職務經歷建置，時間以年度為單位，且刻度記錄至月

份。
18
相對來說，如此時間單位足夠細緻的刻度測量，適合以

「連續時間」（continuous time）的設定來估量風險率（Allison 

18 例如習近平於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任浙江省長，2002年11月至
2007年3月任浙江省委書記。則按本研究的職務經歷計算方式，前者的經
歷將計算為0.25年，後者則是3.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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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14）。19
其次，雖然菁英擔任領導職務正、副職與其行

政級別並無絕對關聯性， 20
但改革開放後由於各級領導幹部的

年齡屆退限制，一般來說曾擔任過正部級職務但遭到降級又

能「東山再起」的政治菁英相當少。
21
因此，在定義上本文將

中共菁英任職於領導職務視為「不可重複事件」（unrepeatable 

event）。

二、多重事件史分析：競爭性風險

當菁英任職於正部級職務後，則下一個狀態可能的結果

將是「晉升」，或「離退」兩者多重狀態（multiple states），

而非單一狀態的轉移結果。如此的研究問題屬「競爭性風險」

（competing risks）的事件史分析。Allison（1984, 43）定義「競

爭性風險」為「特定事件的發生，將會使個人不具其他事件發

生的風險。」換句話說，當某人死於癌症，則他將不再具有

死於心臟病的風險；在工作上，當某人主動辭職，則其將不再

有被免職的風險。對研究個案而言，不同事件間存在競逐的

型態，某一事件發生後將使其他事件不再具有發生之風險率。

19 關於「間隔時間」（discrete time）事件史分析的風險函數與存活函數，可
見 Box-Steffensmeier 與 Jones 2004（69-83）的介紹。

20 
值得強調的是，「正部級」與「正部職」是不同的概念。一般而言擔任過

正部職者便取得「正部級待遇」的資格，因而即便其日後回任中央部會副

部長，卻仍享正部級待遇。在這裡我們則是以職務為標的，而非擴大至所

有享有「正部級」待遇的領導菁英。

21 如王兆國在1985年（44歲）便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辦公廳主任（領導
人級），但87年卻下放任福建省代省長，至十六大卻又高升政治局委員，
是少數東山再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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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所關注的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為例，應該關注的便是「晉

升」與「離退」等個別事件發生的風險動態變化，假定我們真

正感興趣的事件為「晉升」的結果（event of interest），那麼「離

退」即是競爭性之事件（competing risk event）。

在競爭性風險分析裡，研究者可設定不同的因果機制來

分析各種事件狀態發生的風險率。在90年代中期前的分析

模型，學者多從個別事件風險率的界定出發來進行實證研

究（cause-specific hazard），然而如此的設定方法上卻有根本

的限制。Hachen（1988, 21-54）證明以風險率（type-specific 

hazard）途徑出發，只有在事件完全獨立的情況下才能成立，

換句話說，將無法從「條件性」（conditionally）的角度，也就

是考量其他事件發生可能性下來詮釋估計參數。這也讓既有的

競爭性風險模型存在應用上之限制。

在現實世界裡，研究者往往希望能夠考量其他事件可能發

生的情況下，來針對感興趣的事件進行因果關係的探討。舉例

來說，針對測試新藥是否能夠延遲心臟病發的實驗中，醫學家

往往期待能夠同時考量其他病因發生的可能性；在職場中，晉

升的結果往往也只是事後之明，在未發生晉升的結果前工作者

也往往具有離職的可能性。為此，Gray（1988, 1141-54）建議

從累積增益函數（cumulative incidence function，CIF）的聯合

機率出發，來加入其他事件發生條件機率的控制，如下所示。

首先，如前所示，Fi (t)是事件 i在時間點 T之前發生的機率，

而所有事件在 T之前發生的機率，將是個別 Fi (t) 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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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地，特定事件的存活函數 Si (t)，為時間點 T之前事

件 i未發生的累積機率。若以連續時間的概念將時間點 T取極

限值，則 Fi (t)將等於事件 i發生的累積機率。同時，累積增

益函數與存活函數之和也等於特定事件發生的機率：

至於個別事件（如晉升、退離）的風險率，可定義為「已

知事件 i於時間點 T之後發生，以及其他事件將於時間 T之前

發生的聯合機率下，事件 i於時間點 T後一瞬間發生的比率」。

在條件機率的定義上，傳統個別風險率（cause-specific 

hazard）模型僅基於事件 i將發生在時間點 T之後（T＞ t）的

條件機率。但如此的定義無法凸顯出其他事件發生可能性被考

量的性質。透過實證模型的比較，Pintilie（2006, 102-04）說

明從個別風險率界定出發的 Cox模型估計係數檢證的是純粹

個別事件獨立下的因果關係。
22
而累積增益涵數（Cumulative 

22 Cox比例風險模型（Cox-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為應用相當廣泛的事
件史模型。該模型的特點在於不預設風險率的形式分配，而是置入指數連

結函數（link function），因此也稱為半參數模型（semi- parametric model）。
Cox模型最具意義的突破，在於假定研究者的目的在於針對不同自變項的
組合進行風險率的比較，因而其並不關心基礎風險率「為何」，而是關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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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ce function）途徑的估計係數則在考量所有事件發生的

可能性下，讓統計檢定「型一錯誤」發生的可能性降低。
23

伍、資料分析與解釋

在介紹資料建構與研究方法後，第五、六節將具體呈現

1978至2008年中共領導菁英仕途發展的模式，以檢證研究假

設。本節將先針對中共菁英的仕途發展進行歸類與描述性分

析，其次將焦點集中於幹部的政治性與專業性條件與其仕途發

展的關聯性上。
24 

一、中共菁英的仕途發展：晉升與離退

中共菁英於黨政正部級職務的任職時間為何？晉升所需時

間為何？在此，我們將先針對這些高官的仕途發展進行描述性

分析。初步的仕途發展結果如下表一所示。在改革開放後具

黨政正部級領導職務經歷的菁英裡，有12.9%最後得以晉升至

黨領導人，晉升至政府領導人（不兼黨領導職）的比例則是

3.1%，至於在正部級離退的比例則達84.0%。值得強調的是，

晉升至黨領導人也包括現任的政治菁英。

型設定數值對風險率「變動」的影響。關於不同參數設定的事件史分析模

型及其於政治學上的應用，請見 Box-Steffensmeier與 Jones 2004。

23 所謂「型一錯誤」，為當研究者的虛無假設為真，而分析結果出現拒絕虛
無假設的錯誤決定。

24 本文所使用的統計軟體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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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競爭性風險事件的分類與描述性統計量

現任未晉升 晉升黨領導人 晉升政府領導人 離退

個數 118 75 18 489
百分比 N.A. 12.9% 3.1% 84.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於「晉升政府領導人」（即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

的個案較少。在此我們將其與「晉升黨領導人」的類別合併為

「晉升至領導人」、「正部級離退」兩者互斥的菁英仕途發展結

果。那麼，在進入正部級後，領導菁英晉升、離退的不同仕途

發展結果所需時間為何？如前所述，「競爭性風險」的意義在

於不同事件之間具有風險的排他性。換句話說，當菁英晉升至

黨或政府領導人時，則這些個案將不具自正部級職務離退的風

險；相對地，當菁英最後一個領導職務為正部級時，則離開領

導職後，在分析裡也不具晉升至領導人的風險。透過如此的區

分，研究者可以區辨不同類別事件發生的先後以進行比較。關

於中共菁英的仕途發展結果，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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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菁英晉升與離退的累積增益函數

時間（年） 2.5 5.0 7.5 10.0 12.5 15.0
晉升領導人（黨、政） 0.030 0.079 0.119 0.141 0.151 0.156
離退 0.100 0.373 0.566 0.705 0.784 0.82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如圖一所示，「累積增益函數」為各事件隨著時間增加所

發生的累積機率（最終的總和如表一）。當時間為0，所有事件

（晉升領導人、正部級離退）累積發生機率亦為0。而隨著領

導菁英任黨政正部級職務的時間增加，便開始出現晉升、離退

等事件增加的機率。在「晉升領導人」事件中，中位數為0.08

（為0.129+0.031=0.16，且0.16/2），累積時間約略超過5年左右

（5年的累積機率為0.079）。這表示在所有得以晉升至黨、政府

領導人職務的黨政菁英裡，有半數發生在其出任黨政正部職職

務的5年之內。至於「離退」事件的機率中位數則是0.42，大

約落在菁英任職5至7.5年之間的累積機率（5年的累積機率

是0.373，7.5年則是0.566）。這顯示改革開放以降中共多數正

部級領導菁英能夠晉升，或在原級職離退的時間約在5至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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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而如此的仕途發展趨勢，在出任正部級職務約10年過

後，則累積機率的增加幅度也相當有限。如此的總體趨勢意味

著當菁英晉升至正部職級別後，5至7年將是決定他們能否進

一步晉升，或是在原級別離退的重要關鍵。這項研究發現，相

當符合中共多數領導職位的5年一任的任期。可以預期的是，

90年代中期後黨領導人亦形成70歲離退之隱性規範，因此第

一個完整任期的正部級職務表現，將對這些菁英能否晉升權力

核心職務產生重要影響。

二、模型檢證

上述分析說明中共高層菁英仕途發展結果，包括晉升至領

導人以及於黨政正部級職務離退的時間、趨勢，與各類別的比

例。那麼，菁英的仕途發展結果是否將受個人條件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將檢驗菁英政治性與專業性對晉升、離退的影響

力。為了呈現不同條件對於菁英仕途發展結果的相互影響。筆

者將先探討學歷、專長領域等專業性條件的影響力，接著置入

個人背景與政治性條件等因素進行全面性的分析。
25 

首先，「專業性條件」的影響分析結果如下表二所示，可

以發現學歷與專長領域等條件在晉升黨、政府領導人與正部級

離退事件裡皆具顯著影響力。相較於大學本科以下學歷，具研

究生以上學歷領導菁英晉升至領導人風險顯著較高（< 0.1）。

同時，相較於其他專長來說，具有科技財經、專長的領導幹

25 「專長領域」的變項僅記載具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政治菁英，因此在模型
中，筆者將「學歷」變項僅設定研究生以上學歷的虛擬變項。進一步的說，

專長領域的對照組涵蓋了大學本科學歷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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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晉升至領導人的風險也顯著較高（< 0.1）。這表示改革開

放以來曾晉升領導人的菁英裡，具有「高學歷」、「科技、財經

專長」者晉升所需時間是較短的。這些技術官僚在仕途旅程中

將儘早被提拔至領導人職務。另一方面，在正部級離退裡，相

較於大學本科以下而言，具研究生以上學歷領導菁英的正部級

離職風險率顯著較低。同時，具科技、經貿，以及社科法人文

專長菁英也具顯著較低的正部級離職風險。這表示1978年後

高學歷與技術專長的領導幹部，也能在正部級職務裡具有顯著

較長的任職時間。

表二：專業性條件與競爭性風險事件之關聯性分析

晉升黨、政領導人 正部級離退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學歷

　研究生以上 0.53 0.28+ -0.64 0.20**
專長領域

　科技財經專長 0.41 0.24+ -0.41 0.10***
　社科法、人文專長 0.35 0.30 -0.53 0.15**
個數（人） 695
說明：***表 < .001，**表 < .01，*表 < .05，+表 < .1（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分析，專業性條件對中共領導菁英的仕途發展具

有正面效果，這似乎驗證依「菁英取代論」所建構的第一個假

設。然而，依本研究所設定的組織邏輯，我們認為即便中共因

為目標調整而必須重視菁英專業化條件，但卻仍必須限制在共

黨執政地位確保的組織生存前提。在如此的邏輯下，專業性條

件與領導菁英仕途發展的因果關係很可能僅為虛假關聯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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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本研究將加入政治性條件，進行系統性的分析。
26 

整體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模型如下表三所示。

首先，就個人背景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以發現年齡

越高的領導菁英，則晉升至黨領導人的風險率也越低，達統計

的顯著水準。平均來說，若菁英年齡多增加一歲，則晉升風險

率將降低7.7%（exp(-0.08)-1）。另外，就正部級離退上，在控

制其他因素的影響後，年齡越高則於原級別職務離職的風險率

也顯著越高。平均來說，若菁英年齡多增加一歲，則離職風險

率將增加10.5%（exp(0.10)-1）。這表示擔任正部級職務的領導

菁英，年紀越大者反而越難被中共選拔為黨、政府領導人，也

難長久任於原級別領導職務。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的年齡規

範，平均而言的確已落實在領導人層級的菁英選拔上。另外，

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中共針對領導人的選拔，隨著時間累積的

「資深制」，應不是其主要考量的因素。

其次，在專業性條件方面，雖然在先前的分析裡顯示菁英

的學歷與專長領域等條件對晉升、離職風險皆有顯著的影響。

然而，當控制其他條件，特別是黨職經歷的因素後，菁英專業

性條件對晉升領導人則無任何重要性的影響。這說明了中共對

於領導人的選拔，專業性的考量僅為表面上的虛假關係，背後

應具有更深層的影響因素。至於正部級離退事件上，則呈現研

26 在模型設定上，除了「年齡」與「入黨年齡」等變項筆者以連續變數放
入模型中之外，其餘變項皆為虛擬變項的方式來進行設定：「女性」（對照

組為男性）、「少數族裔」（對照組為漢族）、「領導人級」（對照組為正部

級）、「黨務出身」（對照組為政府部門與其他）、「研究生（以上）學歷」（對

照組為大學本科以下）、「科學、技術與財經專長」以及「社會科學、法律

與人文專長」（對照組為其他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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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以上學歷者離職風險率顯著較低的現象。具研究生以上學

歷的領導菁英於正部級離退風險率，是大學以下者的0.631倍

（exp(-0.46)）。這也表示即使黨必須重用專業菁英參與國家建

設，但對於選拔幹部，特別是成為領導人級的核心菁英，則更

重要的因素在於其他政治性條件。如此的發現也初步驗證本文

主張「菁英專業性條件對仕途發展的影響，主要來自於政黨栽

培的因素」的研究假設，而否定了依「菁英取代論」、「菁英二

元論」所推演的假設一與假設二。

再者，就政治性條件而言，與年齡相似的是，在其他條件

不變下黨齡因素雖然係數方向符合預期（入黨年齡越大離職風

險率越低），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這表示黨齡因素在其他

條件考量下，對於中共高層菁英仕途發展並沒有顯著的幫助。

如此的現象可能在於各級職務年齡規範限制下，黨資深程度非

中共選拔高層幹部的主要考量指標，而是他們被選入菁英階層

的「入場資格」。因而這些高層黨政領導菁英的入黨年齡變異

其實有限。
27
在菁英大多在成年初期便加入黨的情況中，中共

應具有其他的甄補標準來選拔領導人。

27 根據筆者的統計，在改革開放後晉升至黨領導人的菁英裡，平均入黨年
齡為21.8歲，標準差為5.07；至於正部級離退的領導幹部平均入黨年齡則
是22.0歲，標準差為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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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

晉升領導人 正部級離退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女性 0.70 0.48 -0.02 0.33
少數族裔 0.33 0.43 -0.12 0.20
年齡 -0.08 0.02*** 0.10 0.01***
政治性
　入黨年齡 -0.02 0.02 0.00 0.01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1.10 0.27*** -0.67 0.12***
　　2.5年以下 1.68 0.36*** -1.24 0.27***
　　2.5年至5年 0.68 0.40+ -0.85 0.17***
　　5年以上 0.80 0.44+ -0.94 0.22***
專業性
　研究生以上 0.23 0.29 -0.46 0.19*
　科技財經專長 0.27 0.26 -0.07 0.12
　社科法、人文專長 0.06 0.33 -0.22 0.17
個數（人） 695
說明：***表 < .001，**表 < .01，*表 < .05，+表 < .1（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主張「黨職經歷」應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也是

中共菁英向上晉升必須具備的條件。在其他變項不變下，第一

個正部級職務為黨務部門，以及進入正部級後在2.5年內取得

黨職經歷的領導菁英，其晉升至黨領導人風險率皆顯著越高。

第一個正部級職務便出任黨職的領導菁英，其晉升風險率為正

部級未經歷黨職者的3.00倍（exp(1.10)），而2.5年內取得黨職

者晉升風險率更是5.37倍（exp(1.68)）。這驗證了研究假設六：

對於掌握關鍵權力的統治菁英而言，當越早在前一個層級取得

政治性條件認可，則提早能得到下一輪晉升的機會。也說明了

在組織邏輯下，中共菁英甄補的確具有一連串黨職經歷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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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對這些幹部進行逐級的政治審查與忠誠檢核，以確保其遵

守政治路線。

其次，在那些仕途發展僅至於正部級職務的領導幹部，相

較（正部級）無黨職經歷菁英而言，首任黨正部級職務菁英於

原級別離退風險是無黨職經歷者的0.512倍（exp(-0.67)），2.5

年以內任黨職者則為0.289倍（exp(-1.24)），2.5至5年者則是

0.427倍（exp(-0.85)），至於任職5年以上方擔任黨職的領導菁

英則是0.391倍（exp(-0.94)）。換句話說，對仕途僅止於正部

級的領導菁英而言，早擔任黨職離職風險的降低幅度，反不如

較晚擔任黨職者，例如5年以上方出任黨職的領導菁英的正部

級離退風險率，低於「5年以下」出任黨職以及「黨職出身」

的領導菁英。顯示領導菁英若在仕途旅程中擔任黨職，則可將

低其離職風險率的結果。換句話說，出任黨職菁英的流動率，

的確是低於政府職務菁英的，這也驗證了研究假設五，黨職菁

英由於黨的專政考量，需要較高的人事穩定率。

上述的分析，主要呈現改革開放後中共整體菁英仕途發展

的模式。經由實證分析，我們發現菁英專業性條件對於仕途發

展，特別是晉升至領導人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政黨栽培的干

擾。這說明了雖然從客觀條件上中共高層菁英的確存在著專業

化的現象，但是，取決於他們得以被選拔為核心統治菁英的因

素，卻是出於政治忠誠的認可，特別是黨職經歷的客觀指標。

當菁英得以越早在前一個層級出任黨職，則將越早得到下一輪

晉升的機會。那麼，令人好奇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如此的

選拔菁英邏輯是否相當一致？還是經歷過轉變？接下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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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一步檢視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時間趨勢。

陸、時間趨勢的檢驗

在時間效應上，總的來說「重要事件」、「領導人輪替」等

因素，皆可能對中國菁英流動的改變與否帶來影響。在事件

上，1989年「六四天安門」扭轉中共改革開放後以來較為寬

鬆的政治氛圍。然而從以黨領政來看，領導人對於成員選拔似

乎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因而在此筆者主要設定鄧、江、胡等

不同領導人的時期影響（period effect），作為探討菁英仕途發

展持續與變遷之依據。

接下來我們針對「晉升領導人」、「正部級離退」兩者事件

發生風險率進行時間效應的分析。在上一節分析中，除了個人

背景因素外影響其晉升至領導人風險率高低主要來自於黨職

經歷，正部級離退則是黨職經歷與學歷因素。值得說明的是，

由於黨職經歷對幹部正部級離退風險影響，主要呈現的是黨職

幹部流動率低於政府職務菁英的現象，而如此的效應是來自於

菁英任職於黨、政等不同部門的動態改變（time-varying）。如

此因時而異的效果應不至於在不同領導人時期下而有所差異。

因此在正部級離退上，筆者主要在於進一步釐清與說明專業性

條件，特別是學歷因素的效果。基於上述原因，本節中主要探

討的時間趨勢將是：（1）黨職經歷對菁英晉升黨領導人風險影

響，是否在不同領導人下有所差異？（2）學歷對菁英正部級

離退風險影響，是否在不同領導人下有所差異？

本節將以交互作用項的檢證方式，來探討影響菁英仕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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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結果的時間效應（黃信豪 2007; Firebauge 1997）。在上一節

的模型設定基礎上，筆者以鄧小平時期（1978至1993年12月）

為對照組，分別探索江澤民時期（1994至2003年2月），胡錦

濤時期（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等不同時間點晉升、離

退菁英的時空差異，同時也設定黨職經歷、學歷的交互作用項

來檢驗「時間異質性」的影響。特別要強調的是，「晉升領導

人」的比較時間點是以「晉升事件之時間」作為比較基準，而

「正部級離退」則是以領導菁英「出任正部級職務之時間」為

比較時間點，而非「離退事件」發生的時間。以此檢驗不同領

導人是否具有相異的幹部選拔邏輯。

對晉升領導人事件風險而言，先前的分析發現在正部級越

早取得黨職經歷資格的領導菁英，則將能越快地被選拔為黨領

導人，這表示菁英向上流動取決於黨職的檢核與認可。那麼，

改革開放以降如此的邏輯是否有所改變？還是其為中共政權特

性下固然具有的本質邏輯？檢證結果如下表四所示。為了簡化

模型資訊，更集中於時間效果的討論，在表中筆者僅列達統計

顯著水準的變項，但基本模型設定則與全體菁英檢證模型一致

（即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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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晉升領導人」時間效果 

　　　的檢驗

模型一 模型二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年齡 -0.10 0.02*** -0.10 0.02***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1.12 0.27*** 1.01 0.28***
　　2.5年以下 1.90 0.37*** 1.75 0.42***
　　2.5年至5年 1.05 0.41* 1.04 0.54
　　5年以上 1.06 0.41* 0.73 0.78
時間效果

　江澤民時間 -1.19 0.29*** -1.73 0.59**
　胡錦濤時期 -1.87 0.34*** -1.81 0.35***
時間異質性

　江時期 *2.5年以下 0.57 0.66
　胡時期 *2.5年以下 0.59 0.89
　江時期 *2.5年以上 0.98 0.86
　胡時期 *2.5年以上 -1.25 1.05
個數（人） 695 695
說明：***表 < .001，**表 < .01，*表 < .05，+表 < .1（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模型一顯示的是純時間效果（pure effect）。在控制其他個

人條件下，可以發現江、胡時期選拔的黨領導人晉升風險皆較

鄧小平時期顯著來的低。江時期菁英晉升黨領導人風險率，

是鄧時期的0.304倍（exp(-1.19)），胡時期則是鄧時期的0.154

倍（exp(-1.87)）。這表示平均來說，中共領導菁英從進入正部

級職務後，晉升至黨領導人所需的時間是越來越長的。如此的

時空環境差異可能來自於兩個原因。首先，對於鄧小平時期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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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菁英，或多或少在文革時期已累積一定的正部級資歷，而

由於本研究並無處理資歷累積的中斷問題，因而造成鄧時期菁

英正部級經歷的低估與漏失。其次，這更可能意味著領導幹部

於正部級職務的政績表現，隨著時間演變日漸受到中共高層重

視，使得幹部需要一段時間的在職表現與職務歷練，來展現領

導與執政能力。從領導體制的角度，也正由於江澤民、胡錦濤

時期的中共高層，已無存在如毛澤東、鄧小平一般的政治強人

與權威，因而領導人的晉升與選拔更需要工作表現的佐證，來

說服其他競爭者。如此的時間效果，顯示了中共從「一人領

導」至「集體領導」的領導體制轉變所反映出的菁英仕途發展

模式特色，也間接呼應了上一節所驗證的，黨務幹部流動率低

於政府官僚，主要來自幹部領導職務歷練的培養思路。

那麼，黨職經歷的影響是否在不同領導人時空下有所差

異？由於總體時間效果呈現晚近菁英晉升領導人風險降低，即

所需時間增加的現象。以此在模型二中筆者合併正部級黨職出

身，以及2.5年以內任正部級黨職的因素，來探索時間效果下

的交互作用項影響力。結果顯示，時間異質性的作用並無達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這表示即使江時期已降中共領導人的菁英選

拔呈現晉升風險較低的現象。然而儘早取得黨職經歷資格對晉

升的影響卻無系統性的改變。
28
因此，雖然不同時空下領導人

晉升速度有所差異，但透過黨職經歷取得以向上流動的晉升模

28 另外，在控制時間效果後，原先未具影響力的「5年以下」出任黨職因素
也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由於我們納入時空因素方出現如此的效應，這僅

代表對下特定領導人時期下，平均而言5年以下出任黨職者相較於無黨職
經歷領導人而言，晉升風險率也較高。但這與先前的分析結果並無重大的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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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邏輯，改革開放至今可說是相當一致的。

其次，表五為黨政菁英於正部級離退風險時間效果的檢

驗。在模型一中，筆者檢驗是否具有不同時空離職風險的差

異。而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也在模型二裡置入學歷「研究

生以上」與江、胡時期變項的交互作用項。首先，在時間效果

上，可以發現仕途發展止於正部級職務的中共領導菁英，其離

職風險率並未因不同領導人有所差異，同時原先具有顯著影響

力的個人條件因素，也相當穩定。

在時間異質性方面，表五顯示研究生以上學歷（模型二）

因素對離職風險率的影響，並未產生因不同時期而異的關聯性

差異。當控制不同時期的關聯性交互作用項後，則原先「研究

生以上」係數所表示的是鄧小平時期學歷與離職風險的因果關

聯性。與先前分析不同的是，「研究生以上」或交互作用項，

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表示當我們加入交互作用項後，

將稀釋了原先學歷「研究生以上」變項對正部級離職風險的解

釋力，造成三者變項皆未具有統計顯著影響。因而，這表示

專業性條件對離職風險的影響，應是不同領導人下的「普遍存

在」之現象，也未隨著領導人更迭而產生系統性的改變。



晉升，還是離退？中共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分析，1978-2008  201

表五：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正部級離退」時間效果 

　　　的檢驗

模型一 模型二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年齡 0.10 0.01*** 0.10 0.01***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0.66 0.12*** -0.66 0.12***
　　2.5年以下 -1.23 0.27*** -1.23 0.28***
　　2.5年至5年 -0.85 0.17*** -0.84 0.17***
　　5年以上 -0.94 0.22*** -0.94 0.22***
專業性

　研究生以上 -0.46 0.19* -0.10 0.24
時間效果

　江澤民時間 -0.06 0.13 0.00 0.14
　胡錦濤時期 0.04 0.37 0.27 0.45
時間異質性

　江時期 *研究生學歷 -0.63 0.38
　胡時期 *研究生學歷 -0.76 0.76
個數（人） 695 695
說明：***表 < .001，**表 < .01，*表 < .05，+表 < .1（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透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透過黨職

的認可與篩選菁英向上流動的方式雖然具有不同時空下的時間

差異（晉升至領導人），但模式上未產生系統性的改變。這說

明了黨職經歷與晉升至領導人的因果關係，應是屬於中共政權

特性下固然具有的本質邏輯，即使隨著時間演變黨調整組織目

標，但如此的根本邏輯仍是穩固存在的。其次，可以發現專業

性條件對菁英於正部級離退風險的影響，並未隨著改革開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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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時期差異而有所不同。如此的現象也證實了本研究的核心

論述，在組織邏輯下，雖然中共具有調整黨組織成員的需求，

但正因為調整是為了符合黨執政地位維繫的需要，因此也必須

限制在不危害其地位的範圍之內。具體菁英流動現象便是黨職

經歷的政治性條件決定了中共領導菁英的仕途發展結果，專業

性條件的重要性應來自於黨贊助的背後邏輯。而即使個人專業

性條件，在考量政治性下對仕途發展具正面效益，但應也是來

自於層級較低的非核心職位。以此，即使菁英得以憑藉專業知

識技能成為領導幹部的一份子，但透過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則

其仕途發展將相當有限，不但向上晉升可能性較低；同時也很

難在領導職務上具有一展長才的長久任職機會。

柒、模型的預測意義：派系因素的融合

在前兩節的分析裡，我們主要說明了中共黨政領導菁英的

仕途發展模式，並檢驗個人條件的影響力及時間趨勢。在理論

上，而筆者主要從中共政權演變與組織邏輯的角度來詮釋這些

因素的背後意義。為了探索其背後的不同政治意涵，本節中將

從派系背景的角度切入，說明從這些客觀指標，如何具有領導

人與幹部間個人關係的意義存在，同時也實際檢驗組織邏輯與

派系途徑的融合度。

一、派系背景與菁英仕途發展的關聯性

如前所述，中共於改革開放時期已建立各級領導幹部的年

齡屆退限制或隱性規範。因此可以預期的是，假使領導人上任

後與自己關係緊密的領導幹部，領導人勢必儘早晉用這些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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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以讓他們能夠有時間較長的仕途旅程來發揮更大的影響

力。因此，在相同級別上，領導幹部的「年齡」大小或許可以

成為外界尋找幹部與領導人是否存在隱匿私人關係的切入點之

一。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發展「黨職經歷」的客觀指標，來解

釋中共領導菁英的晉升、離退現象，背後的理論依據在於中共

為確保專政地位的維持，對黨職菁英選拔應具更嚴格的政治

忠誠要求。因此，在各級職務的晉升中，越早取得黨職經歷的

菁英，將能越快晉升與降低離退可能性。進一步的說，由於

黨領導人是黨的決策中心，對幹部考察與審核也具充分的決定

權。因此宏觀來說，不同領導人時期裡所謂的「政治審查、認

可」，與私人的「派系關係」應具一定程度的重合。可以理解

的是，為了掌握黨機器，領導人對於這些關鍵的黨職將可能晉

用與自己關係較為密切的領導幹部，已維持自身的權力穩固。

因此，除了「年齡」之外，中共領導幹部的「黨職經歷」或許

也將有效解釋與預測其仕途發展的重要指標。

為了證實年齡與黨職經歷的派系意涵，首先讓我們先確立

菁英派系背景的對個人仕途發展的影響。在此筆者將以江澤民

時期的「上海幫」以及胡錦濤時期的「共青團」為例，過錄具

派系背景的領導菁英。在上海幫部分，丁望（2002, 167）將受

過江澤民提拔、具上海經驗幹部稱為「新海派」，以區隔如汪

道涵等老上海幹部，經過錄後共有17人曾出任黨政正部級職

務。
29
至於團系幹部，則如寇健文（2007, 60-61）所定義，為

29 按丁望的定義，這些人具有至少5年的上海經驗：在上海當官前多半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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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共青團重新組建後曾在團出任副局級以上領導職務幹

部， 30
經過錄後至2008年3月共有46位已出任黨政正部級職務

（不含胡錦濤）。
31
值得強調的是，領導人與幹部之間的「個人

關係」應具程度差異，然而由於本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對於「派

系關係」進行系統性的探討。因而僅以較為簡化的二分類方式

進行比較。另一方面，也因為鄧小平時期的幹部選拔規範尚於

發展階段，「年齡」、「黨職經歷」等客觀指標或許較難具有派

系的背後意義；同時鄧時期的菁英選拔，也因為與陳雲具路線

之爭而充斥妥協色彩。基於這些原因，在此暫不檢證鄧小平時

期的派系政治現象。

中共黨政領導菁英的「派系背景」對其仕途發展是否具有

正面影響？在此將針對「晉升黨領導人」、「正部級離退」兩類

事件分別進行初步分析，如下表六所示。由於這些派系背景

海住過，或在上海念大學。同時他們的籍貫多數江蘇、浙江、安徽等，多

具有高學歷與專業背景，包括朱鎔基、吳邦國、黃菊、陳良宇、徐匡迪、

韓正、韓杼濱、曾慶紅、張文康、華建敏、趙啟正、陳至立、徐光春、張

惠新、戴相龍、孟建柱、王滬寧等人。

30 共青團副局級以上的職務包括團中央第一書記、常務書記、書記處書
記、團中央各部正副部長、負省級市團委書記、以及團中央職能機構的正

副主管，另外還有全國鐵道、民航、中直機關、國家機關、中央金融、企

業等六個省級團委的正副書記。之所以以副局級為定義標準，主要是符合

這些幹部在共青團發跡的共同趨勢。

31 包括王三運、王樂泉、令計劃、吳愛英、宋秀岩（女）、李成玉（回） 、
李至倫、李克強、李長江、李海峰（女）、李源潮、李德洙（朝鮮） 、李學
舉、杜青林、汪洋、周強、孟學農、季允石、姜大明、柳斌傑、孫英、孫

家正、栗戰書、秦光榮、袁純清、馬啟智（回）、張福森、張維慶、張慶

黎、張寶順、強衛、黃小晶、黃華華、楊晶（蒙）、楊傳堂、萬學遠、劉奇

葆、劉延東（女）、劉雲山、劉鵬、蔡武、錢運錄、韓正、韓長賦、羅志

軍、羅保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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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已具有不同領導人主政下的時間意涵，因此不需要特別控

制時間效應的存在。總的來說，針對改革開放後曾晉升黨領導

人、以及黨政正部級職務離退的菁英而言，具有上海經驗與共

青團發跡領導幹部的確具有較佳的仕途發展結果。相較於無派

系背景而言，具上海經驗的領導菁英晉升至領導人風險率為其

5.871倍（exp(1.77)），共青團發跡菁英的晉升風險則是2.203

倍（exp(0.79)）。至於正部級離退而言，具上海經驗菁英離退

風險率則是無派系背景的0.164倍（exp(-1.81)），而共青團發

跡幹部則是0.317倍（exp(-1.15)）。換句話說，具有派系背景

的領導幹部，晉升至領導人所需的時間較短；同時，也有較長

的正部級職務任職時間。

表六：派系背景與競爭性風險事件之關聯性分析

晉升黨領導人 正部級離退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派系背景

　上海經驗 1.77 0.34*** -1.81 0.50***
　共青團發跡 0.79 0.35* -1.15 0.29***
個數（人） 700 700
說明：***表 < .001，**表 < .01，*表 < .05，+表 < .1（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組織邏輯模型：派系意涵的檢證

透過以上的初步檢證，可以發現具有特定派系背景的領導

幹部，的確具有較佳的仕途發展。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檢視

本研究所發展的「年齡」與「黨職經歷」指標，是否具有派系

關係的背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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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筆者將以本研究所發展的組織邏輯解釋模型，加入

「上海經驗」、「共青團發跡」兩者變項，針對晉升黨領導人與

正部級離退等事件進行模型檢證。經由表六與表七分析結果的

係數初步比較，將可以大致呈現不同變項之間是否具有相同的

解釋力。結果如表七所示。在控制其他個人條件下，「共青團

發跡」變項在「晉升黨領導人」、「正部級離退」兩者事件上皆

無統計顯著影響力，與表六的分析結果相當不同。這表示在加

入本研究的模型後，原先團系背景對中共領導菁英仕途發展影

響的解釋力，將為「年齡」、「黨職經歷」等變項所吸收。這說

明這兩個客觀變項，的確涵蓋了團派背景在中共仕途發展的具

體現象。另一方面，在加入其他變數後，具「上海經驗」的領

導菁英晉升黨領導人風險仍顯著較高，同時正部級離退風險

顯著較低，與表六分析結果一致。然而，經由係數比較（1.77

1.62，以及 -1.81-1.52），仍可發現部分解釋力仍有被「年

齡」、「黨職經歷」所涵蓋的現象。值得強調的是，雖然變化方

向如我們所預期，但如此差異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這表示本

研究所發展的組織邏輯模型，無法完全地涵蓋江澤民時期晉用

具上海經驗領導菁英的現象。



晉升，還是離退？中共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分析，1978-2008  207

表七：黨政菁英競爭性風險分析模型：派系背景的解釋

晉升黨領導人 正部級離退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女性 0.67 0.45 0.04 0.33
少數族裔 0.42 0.43 -0.12 0.20
年齡 -0.08 0.02*** 0.10 0.01***
政治性

　入黨年齡 -0.03 0.02 0.00 0.01
　正部級黨職

　　黨職出身 1.06 0.27*** -0.63 0.13***
　　2.5年以下 1.74 0.35*** -1.17 0.28***
　　2.5年至5年 0.52 0.41 -0.82 0.18***
　　5年以上 0.86 0.45 -0.97 0.21***
專業性

　研究生以上 0.19 0.29 -0.42 0.18*
　科技財經專長 0.13 0.26 0.01 0.12
　社科法、人文專長 0.08 0.34 -0.20 0.17
派系背景

　上海經驗 1.62 0.31*** -1.52 0.52**
　共青團發跡 -0.28 0.38 -0.37 0.26
個數（人） 695 695
說明：***表 < .001，**表 < .01，*表 < .05，+表 < .1（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為何「上海經驗」與「共青團發跡」兩者群體菁英會存在

如此差異？筆者認為可能來自以下三者原因。首先，由於本文

的研究個案乃鎖定黨政正部級以上的研究個案，從前述的介紹

可以發現具上海經驗的個案僅有17位，與共青團的46位相去

甚遠。在個案較少的情況下，則如此的特殊性可能被過度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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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除了研究個案的侷限外，另一種可能性是來自於江澤民

提拔「上海經驗」幹部的特殊性。雖然胡錦濤與共青團的關係

密切，讓其上任後大量提拔團系幹部。但事實上共青團身為一

個合法的全國性組織，原先就是被賦予「幹部輸送」的組織任

務（寇健文 2007, 76-82）。就改革開放至今的長期趨勢而言，

江澤民晉用上海經驗幹部將具有其特殊性。如此的專有現象也

讓我們無法運用年齡、黨職經歷等客觀指標解釋上海經驗幹部

仕途發展的結果。舉例而言，共青團原本對各級領導幹部便具

有離開崗位的年齡限制。
32
這也讓這些團派發跡的幹部，在轉

任黨政領導職務後，具有年齡上的競爭優勢。

最後，從發展歷程來看，能夠以客觀指標涵蓋派系因素對

菁英仕途發展解釋力的現象，主要是胡錦濤主政時期下的團系

幹部的仕途歷程。因此，如此的差異可能來自於制度建設的落

實結果。從領導人的心態而言，江澤民就任初期幹部選拔制度

建設仍有許多範疇並未發展出明確制度規定，例如黨領導人的

退休限制、任期限制等等。使得江選用這些與自己關係密切的

上海幹部，或許不會考量到儘早選拔他們，以能夠有較長任職

時間的好處；抑或儘早安排他們就任黨職，以能夠盡快取得向

上晉升的競爭優勢。然而，這些規範、慣例或潛規則在胡錦濤

時期進一步落實，以及不斷受到確認後，將使得外界能夠運用

年齡、黨職經歷等客觀指標，來呈現菁英仕途發展過程裡派系

因素的影響力。整體來說，可以確定的是，若我們欲對於現今

32 關於團系各級幹部的年齡限制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般不超過45歲，
其中35至38歲左右的人數應占總數一半左右。團中央正副部長、省團委書
記一般不超過40歲等（寇健文 2007,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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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於中共政壇正部級領菁英的仕途發展進行預測，透過本文

的實證分析，年齡以及黨職經歷的個人條件，絕對是研究者不

可忽視的關鍵因素。

捌、結論與討論

為何有些政治菁英能夠在長久任職於領導職務上，同時晉

升為最高權力的統治者？而有些菁英的仕途發展受到限制而離

退？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模式為何？其政治邏輯

為何？本文以中共1978至2008年曾任黨政正部級政治菁英為

研究對象，探討這些菁英的仕途發展模式與影響因素。

經由政權演變模式與組織邏輯建構黨選拔菁英的思路，我

們認為由於中共的改革開放路線主要來自於在組織邏輯裡領導

人更替後偏好的主動轉變。在未被迫適應環境的調整下，則任

何因應黨路線而來的人事調整，其幅度與速度將必須限制在維

持黨專政的根本目的內。因而雖然外界關注中共菁英普遍具有

高學歷與專業技術的學經歷與特質，然而透過組織邏輯的實證

檢驗，我們發現政治性條件仍是決定這些高層菁英仕途發展的

主要因素。此外，在維持專政與統治穩定的目的下，政府菁英

於正部級職務的任職時間也普遍低於黨職菁英。更重要的是，

我們發現中共以「黨職經歷」建立起領導菁英培養、育成與接

班的升遷管道。而透過時間效果的檢視，本文也發現改革開放

以降中共選拔菁英邏輯並無產生系統性的改變。這表示若我們

欲對於現今活躍於中共政壇正部級領菁英的仕途發展進行預

測，黨職經歷將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而除了以組織

邏輯說明中共的理論角色外，本文同時也針對實證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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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派系途徑的解釋。

那麼，掌握中共菁英仕途發展的模式與演變趨勢，特別是

紅與專的個人條件的組合具有何者理論意義？由於教育資本具

有相當的可轉換性（convertibility），在任何政治環境下具有專

業知識菁英候選人都是優先被考慮甄補的對象。因而對那些只

專不紅的菁英份子而言，黨與他們利益一致性的程度將遠低於

具政治忠誠的領導菁英（I. Szelényi and S. Szelényi 1995）。以

此，本文經由政權演變模式與黨選拔菁英的思路出發，呈現中

共以黨職經歷來確保並維持領導菁英的政治忠誠，同時納入專

業菁英參與建設。如此的模式或許印證中共得以在改革開放後

追求經濟快速成長，同時卻能穩固地維持一黨專政地位的獨特

演變路徑。而透過黨職經歷的篩選確保菁英的政治忠誠以及選

拔慣例的建立，或許也顯示短期內中共高層之間應不至出現統

治菁英分裂，而走向民主化的轉型道路。另一方面，若本文所

提出的組織邏輯能夠解釋中共菁英選拔的思路，那麼或許也可

適用於中共推動政治改革相關措施的思路上。

（收稿日期：2008年11月3日，最後修改日期：2008年11月20日，

接受刊登日期：200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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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黨政菁英清單：1978/3-2008/3

編號

1-50
編號

51-100
編號

101-150
編號

151-200
編號

201-250
編號

251-300
編號

301-350
編號

351-400

丁衡高 王夢奎
多杰才旦

（藏）
宋平 李斌（女） 卲華澤 胡昭衡 耿飆

丁關根 王漢斌 安平生 宋任窮 李源潮
和志強

（納西）
胡啟立 袁木

卜明 王滬寧 安志文
宋秀岩

（女）
李瑞 周子玉 胡喬木 袁任遠

于一 王維澄 安啟元 宋季文 李瑞山 周子健 胡富國 袁純清

于幼軍 王蒙
成克杰

（壯）
宋法棠 李瑞環 周小川 胡錦濤 袁偉民

于光遠 王德瑛 朱光亞 宋振明 李葆華 周正慶 胡績偉 袁寶華

于克 王樂泉 朱良 宋健
李嘉廷

（彝）
周永康 胡繩

郝建秀

（女）

于明濤 王潤生 朱厚澤 宋照肅 李夢華 周生賢 胡耀邦 馬力

于洪恩 王磊 朱訓 宋瑞祥 李榮融 周光召 范敬宜 馬文瑞

于珍 王諍 朱森林 宋漢良 李爾重 周伯華 韋純束 馬忠臣

干以勝 王震 朱開軒 宋德福 李緒鄂 周建南
韋國清

（壯）
馬信

尹克升 王濤 朱穆之 宋養初 李肇星 周強 倪志福 馬洪

尹蔚民 王謙 朱鎔基 宋寶瑞 李德生 周惠 倪獻策 馬國瑞

天寶（藏） 王鴻舉 朱麗蘭 李一氓
李德洙

（朝鮮）
周濟 凌雲

馬啟智

（回）

孔飛（蒙） 王鶴壽 江一真 李力安 李慶偉 周巍峙 唐克 馬凱

尤權 王珉
江村羅布

（藏）
李子奇 李樂山 孟建柱 唐家璇 馬興元

文敏生 令狐安 江渭清 李元如 李毅中 孟學農 夏贊忠 馬飆（壯）

方毅 令計劃 江澤民 李正亭 李學智 季允石 姬鵬飛 馬飆（女）

毛如柏 包敘定 池必卿 李玉賦 李學舉 尚福林 孫大光 高狄

毛致用

司馬義‧

鐵力瓦爾

地（維）

牟新生 李立功 李澤民 岳岐峰 孫文盛 高昌禮

牛蔭冠

司馬義‧

艾買提

（維吾爾

族）

艾知生
李兆焯

（壯）
李錫銘 岳志堅 孫尚清 高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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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0
編號

51-100
編號

101-150
編號

151-200
編號

201-250
編號

251-300
編號

301-350
編號

351-400

王三運 史大楨 何平 李先念 李鴻忠 林乎加 孫忠同 高揚

王大鈞
布赫

（蒙古）
何光遠

李成玉

（回）
李豐平 林宗棠 孫政才 高揚文

王子綱 田成平 何竹康 李至倫 李鵬 林若 孫英 高德占

王太華 田紀雲 何東昌 李庄 李鐵映 林漢雄 孫家正 高嚴

王丙乾 田鳳山 何勇 李伯勇 李鑫 林樹森 孫國治 尉健行

王正偉

（回）
田聰明 何康 李克強 杜青林 邵井蛙 孫敬文 崔乃夫

王任重
白立忱

（回）
余秋里 李其炎 杜星垣 邵奇惠 孫維本 崔月梨

王兆國 白向銀 冷溶 李昌 杜潤生 金人慶 徐才厚 康世恩

王旭東 白如冰
努爾‧白

克力（維）
李昌安 沈祖倫 金明 徐光春 康永和

王岐山 白克明 吳文英 李東治 沈達人 金基鵬 徐匡迪 張中偉

王忍之 白紀年 吳亦俠 李金華 沈圖 金鑫 徐向前 張化東

王忠禹 白恩培 吳冷西 李長江 汪光燾

阿不來

提‧阿不

都熱西提

徐守盛 張文岳

王芳 白清才 吳邦國 李長春 汪東興

阿沛‧阿

旺普美

（藏族）

徐有芳 張文康

王金山 白棟材 吳定富 李建國 汪洋 芮杏文 徐青 張左己

王茂林 石秀詩 吳官正 李春亭
汪家鏐

（女）
侯宗賓 徐冠華 張平

王郁昭 石宗源 吳波 李家祥 汪恕誠 侯捷 徐紹史 張平化

王剛 石萬鵬 吳基傳
李海峰

（女）
汪道涵 俞正聲 徐榮凱 張玉臺

王家瑞 石廣生 吳愛英
李素文

（女）
汪嘯風 南振中 桂世鏞 張立昌

王恩茂 伍紹祖 吳新雄 李強 汪鋒 姜大明 栗戰書 張全景

王殊 伍精華 吳儀（女） 李清 肖洪達 姜春雲 柴松岳 張吾樂

王偉 任中林 吳德
李淑錚

（女）
肖秧 姜偉新 柴樹藩 張廷發

附錄：黨政菁英清單：1978/3-2008/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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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0
編號

51-100
編號

101-150
編號

151-200
編號

201-250
編號

251-300
編號

301-350
編號

351-400

王從吾 任仲夷 吳慶彤 李盛霖 肖捷 姚依林
烏力吉

（蒙）

張忱

（女）

王晨 任建新 吳學謙 李嵐清 肖寒 柳斌傑

烏雲 
其木格

（女 蒙古）
張勃興

王猛 任榮 呂東 李景田 肖揚 柳隨年
烏蘭夫

（蒙）
張勁夫

王眾孚 全樹仁 呂祖善 李森茂 肖銅 段君毅 秦川 張春賢

王朝文

（苗）

列確

（藏）
呂培儉 李琦 肖鵬 洪虎 秦仲達 張柏林

王森浩
向巴平措

（藏）
呂楓 李登瀛 谷牧 洪學智 秦光榮 張珍

王雲坤
回良玉

（回）
呂福源 李貴鮮 邢崇智 紀登奎 秦基偉 張研農

王群
多吉才讓

（藏）
宋一平 李開信 阮崇武 胡平 耿惠昌 張挺

編號

401-450
編號

451-500
編號

501-550
編號

551-600
編號

601-650
編號

651-700
編號

701-750

張根生 郭金龍
彭珮雲

（女）
楊汝岱 趙志浩 劉鵬 薛駒

張高麗 郭述申 彭真 楊尚昆 趙辛初
劉麗英

（女）
謝世杰

張國光 郭峰 彭德清 楊易辰 趙東宛 劉瀾波 謝旭人

張國聲 郭振乾 彭冲 楊析綜 趙洪祝 滕文生 謝非

張啟龍 郭超人 惠浴宇 楊波 趙修 蔣心雄

賽福鼎‧

艾則孜（維

吾爾族）

張惠新 郭維城 普朝柱 楊勇 趙海峰 蔣巨峰 鍾夫翔

張皓若 郭樹言 曾生 楊振懷 趙啟正 蔣民寬 韓天石

張策 郭聲琨 曾建徽 楊泰芳 趙富林 蔣南翔 韓正

張鈞 陳士能 曾培炎 楊得志 趙紫陽 蔣祝平 韓光

張雲川 陳丕顯 曾紹山 楊晶（蒙） 趙蒼璧 蔡武 韓杼濱

張愛萍 陳永貴 曾慶紅 楊景宇 趙增益 蔡誠 韓長賦

附錄：黨政菁英清單：1978/3-2008/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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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01-450
編號

451-500
編號

501-550
編號

551-600
編號

601-650
編號

651-700
編號

701-750

張萬年
陳玉傑

（女）
曾憲林 楊傳堂 趙樂際 衛留成 韓培信

張福森 陳光毅 焦若愚 楊壽山 趙毅敏 鄭天翔 韓寓群

張維慶
陳至立

（女）
焦素芬 楊潔箎 齊懷遠 鄭必堅 韓寧夫

張德江 陳作霖 程子華
楊靜仁

（回）
劉子厚 鄭拓彬 聶榮臻

張德鄰 陳希同 程安東 楊鍾 劉中一 鄭斯林 聶璧初

張慶偉 陳良宇 程維高 溫家寶 劉方仁 鄧力群 魏今非

張慶黎 陳邦柱 舒惠國 萬里 劉正 鄧小平 魏文伯

張毅 陳明義 舒聖佑
萬紹芬

（女）
劉正威

鄧穎超

（女）
魏禮群

張學忠 陳竺 華建敏 萬學遠 劉田夫 鄧鴻勛 羅玉川

張樹田 陳俊生 華國鋒 萬鋼 劉仲藜 魯大東 羅志軍

張曙光 陳奎元 覃應機 葉如棠 劉光濤 魯平 羅保銘

張寶順 陳建國 賀國強 葉志強 劉江 盧展工 羅清泉

強衛 陳政高 賀敬之 葉飛 劉西堯 盧瑞華 羅貴波

強曉初 陳偉達
鈕茂生

（滿）
葉連松 劉志軍 盧嘉錫 羅幹

戚元靖 陳國棟
雲布龍

（蒙）
葉劍英 劉卓甫 盧榮景 譚文瑞

曹伯純 陳彬 項南 葉選平 劉奇葆 盧緒章 譚啟龍

曹剛川 陳敏章 項懷誠 葛洪升
劉延東

（女）
穆青（回） 譚紹文

曹康泰 陳野蘋 馮文彬 虞雲耀 劉忠德 遲浩田 關廣富

曹維廉 陳雲 馮紀新 解峰 劉明祖 錢之光 蘇振華

曹慶澤 陳雲林 黃小晶 解振華 劉明康
錢正英

（女）
蘇榮

梁光烈 陳煥友 黃克誠 解學恭 劉明輝 錢永昌 蘇毅然

梁步庭 陳雷 黃知真 賈志杰 劉秉彥 錢李仁 蘇鋼

梁保華 陳雷 黃智權 賈治邦 劉建章 錢其琛 蘇靜

梁湘 陳德銘 黃華 賈春旺 劉建勛 錢信忠 饒斌

附錄：黨政菁英清單：1978/3-2008/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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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01-450
編號

451-500
編號

501-550
編號

551-600
編號

601-650
編號

651-700
編號

701-750

梁靈光
陳慕華

（女）
黃華華 賈慶林 劉家義 錢冠林

鐵木爾‧

達瓦買提

（維吾爾

族）

盛華仁 陳輝光 黃菊 賈魯峰 劉峰岩 錢敏 鐵瑛

習仲勛 陳璞如 黃毅誠 路甬祥 劉振華 錢運錄
顧秀蓮

（女）

習近平 陳錫聯 黃樹賢 鄒家華 劉偉 閻明復 顧金池

莫文祥 陳錦華 黃璜 鄒瑜 劉淇 閻海旺

許士杰 陳耀邦 黃興國 雍文濤 劉傑 霍士廉

許中田 陸兵（壯） 黃靜波 廖志高 劉復之 鮑彤

許世友 陸浩 黃鎮 廖承志 劉華秋 龍新民

許永躍 陰法唐 黃鎮東 廖暉 劉華清 儲波

許仲林 陶駟駒
黑伯理

（回）
熊清泉 劉雲山 戴秉國

許家屯 章蘊（女） 楊一木 熊復 劉順元 戴相龍

逢先知 傅志寰 楊元元 聞世震 劉劍鋒 戴傑

郭伯雄 傅錫壽
楊正午

（土）
蒲海清 劉毅 戴蘇理

郭庚茂 喬石 楊白冰 趙凡 劉積斌 薄一波

郭東坡 喬曉光 楊立功 趙守一 劉錫榮 薄熙來

附錄：黨政菁英清單：1978/3-2008/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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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areer paths of China’s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reform era,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he elites who have held on 
to provincial gubernatorial or ministry level posi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party over the period from March 1978 to 
March 2008. Even though the rise of technocrats has recently drawn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e career path of political elites remains an 
overlooked topic, which has not been explored systematically.

Given the organizational logic,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djustment 
to the party’s course in 1978 was basically initiated and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party leader’s preferences. Since the CCP was not obliged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its party’s course,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member adjustment would be limited to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CCP’s dictatorship. This organizational rationale has led to a consistent 
pattern of career paths for elites in China since 1978. Specifically, the 
technocrats without the political loyalty approved by the CCP would be 
replaced over time while those who hold strong political credentials, such 
as party-position experience could be promoted quickly. Such a career 
pattern reveals the unique way in which the regime has evolved in China, 
which seeks a balance between the survival prerequisite of one-party 
dictatorship and the functional targe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a, elite recruitment, career path, regime revolution, 

organizational logic, competing ri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