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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中國大陸的工業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行，國民所得每十年增長一

倍，在改革開放後，每年有百分之九的經濟成長率，國民所得則有百

分之七點五的成長率。想想在 19 世紀美國每年國民所得的增加也只不

過是百分之一點六而已。這種腳步加速的原因很簡單：中國大陸得利

於外國的研發及科技，它能將整條裝備線直接進口，而不必從頭開始

去摸索。即使這是場追逐的比賽，正如主要的工業革命所經歷的一般，

中國已然迎頭趕上了（紀思道、伍潔芳合著，1995：335）。 

    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可謂一個奇蹟，其與東亞的經濟奇蹟體系

之間有著非常多類似的地方。中國大陸與這些東亞鄰國一樣從農業著

手展開它的改革，它也愈來愈開放，接受外資及其管理方式，而在沿

海地區的出口驅策下，也使得中國必須與世界的製造業互相競爭。匯

率持續平穩的貶值，國內物價也維持在一定的合理價位上。政府對通

貨膨脹的失控絕不坐視，同時也進行教育及醫療保健的振興，另一方

面也延攬更多技術官僚擔任公職。正如日本與新加坡一般，中國大陸

的年輕人，仍然以擔任公職為榮。因此，許多聰明人投入，成為經濟

政策的制定者與執行者（紀思道、伍潔芳合著，1995：358）。有思想

的中國人民已然開始探索新的出路及追尋未來。 

近年來，中國人社會心理的變化巨大而又深刻。如果以改革開放

作為分界將此前和此後兩個不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加以比較的話，這種

變化就會顯得更加明顯。從已經表現出之價值觀念的總體變化態勢來

看，一種從傳統取向向現代取向的演變正在成為日漸明顯的趨勢。這

與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方向是相一致的，也將能夠進一步促進中國社

會現代化事業的深入。但是，應該看到，由於從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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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並非一蹴可及，而是一種艱難的過程。因此，新的經濟體制、社會

結構、文化模式的形成、完善並充分發揮功能，仍然需要一定的時日。

這種情況反映在社會心理當中就會表現為兼有傳統取向和現代取向仍

是當今人們價值觀念上的一個基本特徵。不僅如此，在某個歷史時期

內還將難以避免價值觀念的潛在矛盾與張力。新舊觀念交替時的難以

及時銜接，將可能造成心理上的空白狀態。傳統社會心理的特點是它

的封閉性、單一性、狹隘性、僵化性，現代社會心理的特點是它的開

放性、多樣性、寬容性、活躍性。中國社會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

一走向多樣，從狹隘走向寬容，從僵化走向活躍（王延中，2003：139），

從模仿走向創新。 

    在這樣一個各方面均處在轉型期的社會環境中，無庸置疑的，中

國社會確實充滿著諸多不確定的危險因素。改革開放以來，中國便存

在著下崗失業問題、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內部道德真空、貪污腐化

問題、國有企業爛攤子、金融體制不健全、農民負擔過重而對國家的

不滿持續增加中（三農問題）、宗教問題、網際網路盛行散播民主思想、

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及社會治安惡化等重大社會發展問題。大陸

學者胡鞍鋼便明白的指出：「從改革以來，中國平均每十年左右同時出

現經濟增長下降或衰退、失業高峰和社會不穩定高峰。儘管目前中國

還未發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也不排除發生局部的突發性事件的

可能，社會不穩定有可能成為當前中國最突出的問題」（胡鞍鋼，2002：

165）。這也意味著中國社會存在嚴重的社會矛盾問題與潛伏的社會衝

突即將爆發的可能性。無可諱言的，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可說是一個「斷

裂的社會」（柳金財，2005：83），更面臨了諸多的隱憂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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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改革，是每一個國家追求自強的方式；開放，是每一個民族邁向

自由的途徑。然而，不同的社會制度、經濟型態、民情文化和國家發

展便會有著差異的改革內涵和欲完成的目標。有些國家因此能順應時

勢潮流而使社會更進步，有些國家卻在歷史的洪流中消聲匿跡。申言

之，改革的成功與否，往往與時勢、改革策略、方向及領導者的才華、

魄力和性格有著密切的關聯性。 

 

 

壹、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目標和原則 

拉開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序幕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其先導者鄧小

平個性硬朗，敢作敢為，為人亦堅忍不屈，廣闊的胸襟、氣度與過人

的智慧、才幹領導著中國人民在改革的征途上不斷地奮鬥和前進。他

曾經說過，他感到中國的衰弱，希望它能強大起來，現代化是自強的

必經之路。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地指出他所推行的改革是全面的、有

秩序的改革：是包括農村和城市的改革，同時也是一項複雜、艱巨的

事業，必須有領導、有步驟地、循序漸進的實行。在鄧小平致力於政

治改革、促進經濟現代化和改善國際關係的巨變時代裡，提出了明確、

詳盡的改革目標和原則： 

一、政治體制改革 

    鄧小平在 1987 年 3 月和 6 月，在會見外賓時談到了政治改革的問

題。他說：「中國的歷史是經過多次曲折、波折的歷史。實踐證明中國

需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的政治環境，才能搞經濟建設。所以我

們不贊成青年鬧事，一旦亂起來，人們就採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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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所有精力就不得不花費在處理那些問題上，那樣就不可能一心一

意地搞經濟建設。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為經濟建設創造一

個良好的政治環境」（高智瑜、李燕奇，1990：141）。換言之，政治體

制的改革必須在黨的領導下進行，必須立足於本國國情，不能照搬西

方的制度，不能搞自由化。同時，不能用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凡事均

要慎重思考、周延計劃。鄧小平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和原則，

對於指導經濟的健全和穩定發展產生了重要的保證作用，成功地排除

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猖狂進攻與「左」和」右」兩方面的無端干

擾，為沿著社會主義道路的改革開放奠定基礎。 

二、經濟體制改革 

鄧小平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在一定的範圍內，讓中國走向世

界，同時也開放門戶、與世界接軌，以實現經濟現代化。在具體策略

上，是要從過去的高度集中管理體制，轉向並用計劃和市場的兩種經

濟手段，逐步建立具有活力與生機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和運行機

制。目標是要從封閉或半封閉的經濟，轉向積極參與國際投資、交換

的開放經濟，共同推動本國的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的根本轉型。 

三、教育體制改革 

人力與人才是改革開放的動力資源，也是使政策順利、穩妥推行

的必備條件，鄧小平強烈地意識到為了適應開放的形態，在詭譎多變

的國際環境中，從全球戰略的角度來認識和處理問題、制定政策，並

在全球競爭中立於不敗之地，自立於先進國家之列，非教育體制的成

功改革不可。他的教育思想，融合了當前利益與長遠計劃、現實需要

與未來發展的科學結合，具有預見性、求實性與全局性，在「面向現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來」的整體理念下，從實際面出發，實現教

育的現代化與提高教育的質量。教授內容必須是要能反映現代科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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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先進水平，目標在俾益學生盡快掌握先進的科學智識，提高他們

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與世界對話的能力，以對各項建設貢獻心力。 

四、社會思想改革 

    重視人本的社會發展價值，體現科學發展觀的執政理念，就必須

發展新思維、開拓新視野。為了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來保

護和發展生產力，鄧小平堅持農業、工業、國防與科學技術的全面現

代化，透過改革與開放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最終必能獲致

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國家的全面進步的理想與目標。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目標，是為了從根本上逐步改變中國大陸

人民貧窮困頓的窘狀，讓整個國家與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新變化及面

貌。在「一個中心、兩個基本點」的基礎和原則下，拓展一條具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路，並讓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深入實踐上，

獲得了歷史性的保證與長遠性的發揮。稱譽他是中國現代化的推手與

總舵手實不為過。 

 

貳、中國大陸因受民生主義之影響而推行的具體改革開放政策 

中國大陸的改革開放，在鄧小平「富國強兵」與追求「現代化」

的理念下漸次地展開。為了一掃自 1842 年鴉片戰爭以來喪權辱國、人

為刀俎我為魚肉的陰霾，重振錦鏽中華的泱泱氣度與繁榮富庶，推行

了一系列的具體政策。而透過民生主義基本精神與原則的檢驗，吾人

不難發現中國大陸的改革開放策略，實受民生主義之影響： 

一、經濟制度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重視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工業與農業、

公營與民營企業、經濟成長與經濟穩定的全面調和，同時以政府為主

導、以計劃為必要，強調經濟平等和經濟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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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在經濟轉型上，改革開放之初，只是以提高經濟體制效率

為目標，採取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策略，並無明確的體制變革方

向。換言之，中國大陸一開始就揚棄蘇聯那套全面開放價格、全面市

場化、全面私有化，全面以「複製西歐的經濟制度」為目標的「休克

療法改革」。對各種推出的改革措施，則以「不管黑貓、白貓，捉住老

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態度為評價標準。遵循一定的經濟邏輯，從

問題出發，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從微觀機制入手，經濟

改革上，在農村解散集體農業，在城市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改善國

有企業的管理機制，鼓勵發展非國有企業。中國大陸之建設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乃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下，

允許使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含有既干涉又自由之意，在在符合了

民生主義經濟制度的模式。 

二、財產制度 

民生主義的財產制度，承認「有限度」的私有財產體制，主張公、

私有財產並存，國、民營企業兼顧，同時為防止生產事業為少數資本

家所操縱，主張以節制資本的方式以求均，發達國家資本以求富。不

僅私人企業利潤刺激的效益可以保存，財富集中的缺點亦能避免。 

中國大陸於財產體制改革上，在價格和匯率全面放開之前引進雙

軌制，沒有進行大規模私有化，國有企業繼續保持在工業部門中的主

導地位（林毅夫、蔡昉、李周，2000：臺灣版序）。採用劃分稅種、核

定收支、分級包乾之財產承包制及分稅分級制，保有中央與地方的事

權與財權。同時，將私有財產制度憲法化，使人民的心血得到更多的

保障。該種財產體制的革新，充分體現了民生主義公私有財產並存、

國民營企業兼顧、節制私人資本與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則，正和民生主

義財產制度的精神不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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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制度 

民生主義土地制度，兼具中國數千年來以農立國的歷史文化，同

時為了促使土地資源的充分利用、增加農業生產，主張實施平均地權、

照價增稅及收買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社會財富之平均；推行耕者有

其田以實現社會公道，增加農業生產及耕地面積。並在國有而民用的

前提下，以法律來保障百姓的土地使用權，俾盡地盡其利、地利共享

的精神與原則。 

中國大陸的土地制度改革，係採取土地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分離

的法制，允許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土地所有者與土地使用者可以透

過訂定契約的方式來徵收土地租金，亦可讓大量的土地入市，透過自

由競爭的方式來實現土地投資的價值意願。國家為了公共利益的需

要，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土地實行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中國

大陸在確立、完善土地徵用、補償及使用制度之際，也融合了民生主

義土地制度實現社會公道、伸張社會正義、平均社會財富的精神。 

四、交通建設 

   民生主義之交通建設，堅持在主權獨立以發展經濟的前提下，主張

借用外資及外才來開展、經營交通運輸事業。同時國家要創造一個保

護的環境，以羽翼本國新生而缺乏競爭能力的實業，也要透過吸集外

資、運用外人熟練技術的方式來開發中國實業。民生主義之交通建設，

首重鐵路、道路之建築，運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設，是一項

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為達貨暢其流的大計劃。 

中國大陸在交通建設上，引用外資、仿效外國先進的技術與設備，

進行鐵路的興建與提速，在東部地區基本形成高速公路網，建設長江

幹線和主要支線及三角洲地區、珠江幹線及珠江三角洲水網地區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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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箱專業化運轉系統。同時擴大外商對民航事業的投資及推動民航管

理體制的改革。不僅將大陸的交通網建設的四通八達，亦充分展現了

中山先生擘劃民生主義交通建設的內容與目標。 

五、均富精神 

    民生主義之均富精神，乃發端於不忍人之心、推行於不忍人之政、

歸趨於不忍人之仁。是一兼顧經濟平等、社會安全、平等與社會正義

的原則，同時重視生產前之要素分配與生產後之結果分配的理念。其

以國家、社會整體利益為主要考量和依歸，透過互助合作的運作，來

減少財富分配的差異性。應用社會救助、國民就業、福利服務與社會

保險的方式來具體實現民生主義對均富精神的要求。 

    中國大陸為了全面進入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使人人並均且富，從完善社會體系、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

人民群眾安居樂業等層面上著手，在建立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

保障、失業救濟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費用上均得到良性的發揮與開

展。換言之，中國大陸所建構的社會保障體系，實與民生主義人本之

均富精神相符合。 

 

    綜觀中國大陸的改革開放，在「一個中心：以現代化經濟建設為

中心」、「兩個基本點：堅決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領導、社會主義道

路、改革開放」的基本路線、堅持馬列主義毛思想的前提下，也融入

了民生主義的內容和色彩。舉凡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兼籌並顧、

計劃與自由並重的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並存的市場經濟制度，公有與

私有財產並立的財產制度，國有而民用的土地政策，借用外資、發達

國家實業而建設的交通網絡，均在在地吐露出民生主義的精義與內

涵。中共當局「似有若無」地引用了民生主義中諸多具體的主張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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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辦法，著實讓其步入了與世界接軌的國際舞台。 

 

參、改革開放的具體成就 

一、國民經濟迅速發展 

國民經濟的迅速成長，使得國內生產總值由改革開放之初的 1980

年的 4518 億元人民幣，增到 1998 年的 78345 億元人民幣，再增至 2000

年的 89404 億元人民幣，不僅躍居世界第七位，平均每年的經濟成長

率也都在百分之八以上（余炎光，2001：72）。同時，大陸的經濟學家

也表示，2005 年的 GDP 可望一舉超過義大利、法國、英國，名列世界

第四。而中共第一代領導人毛澤東曾說，中國經濟要「超英趕美」（超

越英國，趕過美國），經過這 20 多年的改革，超英的口號終於實現。

至於「趕美」，一般認為大陸的經濟規模會在本世紀中葉超越美國（聯

合新聞網大陸新聞中心，載自 http：

//tw.news.yahoo.com/051216/15/2ncny.html）。另外，截至 2004 年

止，全中國大陸的財政收入為 2.6 萬億人民幣，增長近百分之二十，

規模以上工業實現利潤超過 1 萬億元人民幣。社會消費品零售總額 5.4

萬億人民幣，增長百分之十三，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百分之四左

右。進出口總額超過 1.1 萬億美元，增長百分之三十四，外商直接投

資實際額超過 600 億美元。城鎮新增就業超過 900 萬人（邱宏輝，2005：

38）。新增電力裝機容量位居世界第一，達到 5100 萬千瓦。 

二、對外貿易大幅成長與外資的大量流入 

    中共建立政權以來，一向標榜「獨立自主、自力更生」為對外政

策的中心，1978 年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外經濟採取開放政策，

現成一百八十度的大轉變。1980 年 4 月加入國際貨幣基金會（IMF），

同年 5月又參加世界銀行（IBRD）及國際開發協會（IDA）等世界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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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其中，為了引進外資和對外貿易，設置並承認擁有經濟活動自

主權的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開放區，以做為積極引進國

外資金、先進技術及現代化經營管理方式的窗口。中共並於 2001 年 12

月 11 日正式成為 WTO 第 143 個會員國。 

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立 

    建立政權後的中國大陸，一直實行中央計劃經濟，全國經濟均由

國營企業壟斷，受中央政府管轄。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步改變這種狀況。

一方面將部分重點國有企業引向公司制，另方面則是關閉、壓縮、調

整一些佈局不合理或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余炎光，2001：74）。在國

營企業占有率順勢下滑的同時，由農村經濟、城市私營經濟以及港台

和外商投資企業等三大支柱所組成而受市場控制支配的非國營企業正

在形成一股日益強大的經濟力量。在 1978 年改革開放之初，國營企業

在社會總生產值中占百分之六十，而到了 1990 年，它只占了百分之四

十三，這個比例還在繼續下降中，而國營企業的稅後利潤率也只有百

分之十三，到了 1992 年，便已降到百分之一。換言之，非國營企業的

擴大和國營企業管理方式的改革使得市場機制已替代了大部分的計劃

控制（程曉農，1992：171），使得原先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產生了突

破。因為國有經濟的式微、私營企業的壯大、個體經濟的發展與城鎮

企業的巨幅成長等力量的交融，中國大陸的混合經濟模式於焉形成。 

四、交通建設的快速發展  

    自 20 世紀 80 年代中期開始，中國大陸鐵路運輸進入全面短缺狀

態，「乘車難、買票難、運貨難」的現象日益突出，鐵路運輸能力不足

成為中共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因此，為了因應經濟體系的日漸龐大

與複雜，中共當局深刻地體認到具有中長途運輸優勢的交通建設有著

不可替代的作用，大量修築、建築鐵公路、橋樑、港口及機場，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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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設獲得了相當的進展。 

五、國民生活獲得改善 

    改革開放以後，民眾的收入和消費迅速提高，民眾的消費結構亦

由「基本生活型」轉向「優質化」，即衣、食、住、用支出的比重下降，

交通通訊、醫療保健、文教娛樂等開支比重迅速上升。至於家庭擁有

高級消費品的情況，也從 1960 年代以前的自行車、收音機，進入到 1970

年代的電視機、電冰箱（余炎光，2001：76-77）。而進入 90 年代之後，

電腦、汽車、手機等便已取而代之了。不論是在物質生活和精神生活

上，都獲致長足的改善。 

 

肆、改革開放後的弊端與挑戰（如圖 8-1） 

一、人才資源匱乏是嚴峻的現實 

    美國學者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茲在1961年曾提出人力資本是

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從而引起經濟學的革命，改寫原來普遍強調的

物力資本是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論點。迄今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

已證明此項說法。環視大陸在毛澤東「知識愈多的人愈反動」，以及文

革十年將知識分子打為「臭老九」，在種種荼毒下，造成中共漠視人才

政策，僅單純體現在需要和使用上。改革開放後 10 年僵化思想仍未完

全甩脫，直至面對市場經濟，商品競爭激烈，科技在推動生產力中作

用越來越重要，中共警覺人才資源、人才培養是刻不容緩的戰略任務，

而且問題遍存產業研發、軍事各領域。中國大陸作為人口大國，人才

資源卻相對缺乏，最為嚴重的便是教育普及程度低。根據中共統計，

大陸高等教育毛入學率為百分之十五，而發達國 1997 年高等教育毛入

學率已達百分之六十一點一。世界平均水平為百分之十七點八。區域

及城鄉之間教育水平差距更大，到 2002 年底，大陸尚未普及九年義務

第八章 結論 



 192

教育有 431 個縣，而且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文盲、半文盲和小學文

化程度約有百分之四十點三
1
。此外，公民素質亦普遍低落，形成改革

開放中的一大阻力。 

二、「向錢看」（即追求金錢）氾濫 

    中國大陸在改革開放之後，過去通用的「政治術語」中，政府本

來是「為人民服務」，被人們改成「為人民幣服務」，「向前看」則改稱

為「向錢看」，政府和民眾均以謀取金錢為首要任務（余炎光，2001：

78-79）。領導人為了增加額外收入，大多數部門都經營企業，而私人

則以拐賣人口或銷售冒牌商品、翻版光碟等方式不擇手段地去賺錢。 

三、城鄉、區域發展不平衡 

中國大陸所進行的改革開放，起初是以沿海地區開展的。由於東

南沿海各省發展快速，西北、西南等內陸各省發展緩慢，使得沿海及

內陸的經濟發展差距極大，形成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間的不平衡（余

炎光，2001：79），加劇、拉大了空間的不平等。而城鄉間的不平衡，

亦使得失業問題浮出檯面。中共過去是根據社會主義消滅失業的原

理，實行勞動力計畫性分配。但因為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實施，勞動效

率提高，待業人口增加，遂使得農村勞動力剩餘亦即隱藏性失業的問

題（白萬梓，1986：183）更加尖銳且表面化。 

四、國有企業改革困難 

    國營企業中的大中型企業是大陸國民經濟的支柱，也是大陸國家

財政收入主要來源，對於增強大陸經濟實力，促進社會發展，提高人

民生活水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大陸在改革開放之際，即對

大中型的國營工業進行革新，成效也明顯。然而，中國大陸的國有企 

 

1教育程度的低落與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係中共改革開放的阻力之一，詳見<中共面對林林總總的挑

戰與擔憂>（2004），《中共研究》第 38 卷第 2期，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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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正面臨著官僚體系僵化、物資流通管道少、環節多，供銷失調、生

產設備和技術陳舊等諸多困境和難題，多重領導的樣式，也形成了「上

頭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何雍慶，1994：1-12）的態勢。 

五、貧富差距甚大 

    當國營企業大面積陷入困境，致使幾千萬下崗職工成為新的城市

貧困人口而對未來感到惶惶不安，農村還有幾千萬農民沒有解決溫飽

問題之際，一個新興的暴富階層已悄然地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個

暴富階層除了少數人是靠誠實勞動與合法經營而致富的個體戶和私營

企業主，或憑一技之長與發明、創造開發新產品、創造新財富的科學

技術人員之外，其中大多數是靠鑽體制轉軌的空子，利用各種不正當

甚至非法手段，特別是錢權交易，侵吞與瓜分國家財產，掠奪與榨取

人民血汗錢而來（彭大成，2002：325）。富者越富，貧者愈貧，貧富

不均的現象相當嚴峻。 

六、以權謀私成風 

    中國清末有一部《官場現形記》的長篇小說，以生動形象的藝術

手法、入木三分地揭露了晚清各貪官污吏賣官鬻爵、貪贓枉法的種種

醜惡嘴臉與骯髒黑幕，激起了一切有正義感的中國人對晚清政治腐敗

的深惡痛絕，也啟迪了近代中國志士仁人投入反對中國封建官僚的腐

敗政治，建設一個人民民主、政治清廉的新中國的偉大革命鬥爭。然

而，近年來，隨著經濟生活領域裡錢權交易的腐敗現象迅速泛濫，這

一醜惡的腐敗之風也日益滲透到中國的政治生活領域中。「有權也有

錢，權能賺大錢，與其花錢去買別人的權，何不自己掌權直接賺大錢」

等歪風成形（彭大成，2002：171）。揭露在陽光底下的，就是買官、

賣官的交易與騙官、賄選等醜陋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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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污染嚴重 

    中國大陸生態環境的破壞，雖有其歷史原因和自然條件，但是主

要是因為經濟活動中決策失誤和管理上的混亂所致。中共長期對生態

系統的區域性了解不足，不考慮自然環境的特點，普遍推行單一經濟，

因而不僅沒有發揮資源優勢，還嚴重地破壞了生態系統。有些地區盲

目開墾，不僅未能生產糧食，還造成了草原的退化和沙化。中國大陸

進行改革開放，大量的發電、煉鋼、化肥、紡織、造紙等行業產品，

不僅耗水量十分可觀，浪費更是驚人。一棵樹伐倒後，樹枝、梢頭等

全都丟棄，原木加工製成成品時，板皮、材頭、鋸屑、刨花、邊角等

亦都丟棄。這些加工剩餘物，大陸綜合利用不到百分之十（林文軒，

1993：175-179）。再利用不足，卻浪費有餘，一味地提昇經濟水準，

卻忽略了自然環境的保護。 

八、黃、賭、毒猖獗 

    隨著經濟的富裕，人民有了多餘的錢可以挪做他用，飽暖思淫慾

的俗諺於是浮出檯面，黃、賭、毒迅速蔓延。娛樂場所陪侍現象頻繁、

色情場所泛濫。賭博成風，賭館紛紛開設，「三年要趕上葡京」的口號

處處可聞。而雲南與越、緬交界的「金三角」近鄰，鴉片產量正逐年

攀升中。遼寧省的瀋陽、鞍山、安東、丹東、營口、阜新等城市已形

成「地下毒品一條街」（余炎光，2001：84）及罪惡的淵藪。 

九、國有銀行問題不少 

中國大陸在過去 20 年的改革歷程中，國有商業銀行由計劃經濟管

理模式，逐步走向市場經營管理，以提高自主經營與獨立管理能力。

但由於國有銀行先天體制上的缺陷、內部經營管理技術落後、缺乏完

善之內控機構及對於國營企業之不良放款的影響，讓國有銀行失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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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型跨國公司、外資企業競爭的機會，也面臨了優秀人才流失的風

險。 

十、腐敗問題 

     根據國際貨幣基金對「腐敗」的定義：「濫用公共權力以謀取私

人利益」，換言之，即公共部門中的官員，錯誤、不當地使用公眾委託

給他們的權力，使自己或親近的人不正當與非法的富裕起來。根據統

計資料顯示，腐敗業已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鉅額經濟利益的損失。學

者胡鞍鋼、王紹光等根據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所產生的尋租性腐敗、地

下經濟腐敗、稅收流失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等四種主

要腐敗類型所做的初步估計，在 90 年代後半期，該四種主要腐敗類型

造成經濟損失和消費者福利損失每年在9875億至12570億之間，佔GDP

的比重在百分之十三點二到十六點八之間，貪污指數全球排行第 59 名

（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民主編，2003：237）。腐敗問題的嚴重性，

勢將影響中國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腐敗無法創造社會福利與增加

社會財富，黨政官員利用公共權力轉移社會財富導致社會對國家的不

滿與衝突，容易弱化百姓對政權合法性基礎的認同。 

十一、三農問題--農民負擔問題 

    所謂「三農問題」，係指農民、農村與農業，包括農民收入增長問

題、農業產業化與農業結構調整及鄉鎮企業改造、小城鎮建設等問題。

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增加農民收入，減少農民負擔。當前中國許多農村

處於貧困的狀態為其社會危機之一，此乃因國家的不平衡發展戰略與

城鄉二元結構所致。儘管中共宣稱其政權是建立在工農聯盟基礎上，

但這只是「口號」上的重視，實際上農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的權利

卻遭受到嚴重的剝削。中共建政以來，在「趕超戰略」的現代化目標

支配下，對農村一直施行「工業、城市偏向」的不平衡發展政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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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汲取大量工業化原始積累。在此背景下，農民並沒有從新生政權

獲得更多的權益和自由。農民沒有參與政治和表達意見的渠道，也 

沒有和國家進行討價還價的權利，逐漸使農村呈現邊緣化的狀態。而

為了維持國有企業的生存，低工資政策不能完全放棄，糧食價格也就

難於放開，農民種糧積極性受到抑制，糧食供給遂也成為一個潛在的

問題（林毅夫、蔡昉、李周，2000：臺灣版序），農民生活難以獲得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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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民生主義確實可作為中山先生給中國走向現代化、工業

化，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外具體之第三條路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陸，有著舉世讚譽的經濟成就，亦存在著幾

可破壞具體成績的危機與弊端，此種挑戰，也讓堅持馬列主義、毛思

想的意識型態受到質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路線遭受批判。

在鄧小平的改革理念中，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個人私有化色彩，在社

會主義開放、發展的過程中，最後臻至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

然而研究發現，中國大陸的改革開放策略，不論是在經濟、財產、土

地制度、交通建設與均富精神等實踐及運作上，均摻入民生主義中庸

而不偏執的內涵，融合民生主義循序而不躁進的精神。民生主義的原

則及內容，符合中國的國情，有著「與時俱進」的時代精神，是中華

民族特有的思想寶貝，更是中國走向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必由之路。中

國大陸在採用社會主義抑或共產主義的抉擇之際，無須捨民生主義而

另創他說，中山先生實已提供了明確而穩定的第三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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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般學者專家均估計中共的經濟在未來的數年間仍將維持著高速

的成長，尤其是主辦 2008 年的奧運將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及吸引更多外

來資金的投入，刺激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只是中共仍然列身於中低

收入國家群，而且中共的經濟發展仍然充滿著無限的隱憂和挑戰。在

面對農村及內陸地區人民往沿海和城市流動的盲流負擔、因經濟的快

速發展造成的大量能源消耗、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失衡、逐步浮

現的諸侯經濟情形、東西部區域發展差異巨大與因推動經濟發展將與

維持共產主義的意識型態產生矛盾等種種衝突下（林文程，2001：

59-61），將引發嚴重的政治、社會和民生經濟問題。 

    中共當局採行有限的經濟開放政策，使部分人民獲得溫飽的生

活，然而大多數人卻仍處在集體均貧的邊緣中。其原因無他，正是因

為中共打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名，採行「政左經右」的原

則，堅持馬列主義毛思想，僅是「有意而片面」的擇用民生主義，卻

並未「全面」的推行民生主義的規劃和舉措所致。在中華民族奮鬥、

努力的艱辛歷程中，中山先生思想所孕育的民生主義光輝，將古老落

後的中國，從滿清專制黑暗的統治中，帶進了現代的歷史，邁入了一

個「高度人文關懷、尊重全民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在共產主義沒

落、蘇聯與東歐集團瓦解後不斷進行改革的現在，為了不使中國大陸

近 30 載的改革開放成就付諸流水，更為了讓海峽兩岸及所有中國人都

能透過文化的弘揚、民族的復興，以求實現一個民主、自由、法治、

繁榮、均富而統一的新中國，中共及臺灣當局應嚴肅地審視問題，並

解決問題。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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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共方面 

一、「全面而開放」的引用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乃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本，運用西方的科學方法演進而

來，同時經過臺灣地區的實踐成功，符合人民的需求及世界的潮流，

是一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繁榮均富的卓越思想。民生主義在臺

灣的推行，讓財產保持私有，人民有極高的勞動誘因，實行和平土改、

扶植民營、均衡發展，擴展外貿與普及教育，這些「臺灣模式」的特

徵，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鄭竹園，2000：11），也是民生主義

實踐的成果。中共當局若不放棄「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國共產黨專

政」、「黨領導軍隊」等「政左經右」的做法，一味地為社會主義找出

路、找理論依據，卻擺著中國人自己建立的臺灣經驗不學習，無異是

緣木求魚（中山先生思想與中國未來研討會實錄，1994：227）。因此，

惟有以民生主義為張本，無須遮遮掩掩地，只消大膽地、全面而開放

地引用民生主義，未來中國全面現代化指日可待。 

二、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是中國經濟改革最終完成的前提 

    由於中國大陸的改革方式是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滯後於資源配置

制度的改革，資源配置制度的改革滯後於微觀經營機制的改革，故而

造成經濟體系內部制度的不配套與不協調。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承擔

著各種政策性負擔，國家必須將國有企業的所有虧損一肩扛起。取消

政策性負擔，為國有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國有企業的經

營績效能充分反映國有企業經營的優劣，並因此根除國有企業預算軟

約束的藉口，是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當國有企業沒有政策

性負擔，國家也就不需要給予國有企業政策性補貼時，國家就可以放

開銀行的利率和各種物價，經濟周期波動的現象就能得到緩解。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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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行政力量干預價格形成機制的行為減少，企業尋租的必要性和政府

官員接受賄賂的可能性大大降低，對貪污腐化問題也將可產生釜底抽

薪之效。同時，政府也就可以放開農產品和礦產品的價格，地區差別

和糧食問題將得以舒緩。所以，國有企業改革成功既是中國經濟從計

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最終完成的前提，也是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保

證（林毅夫、蔡昉、李周：臺灣版序）與代表。 

三、重視「綠色 GDP」指標 

    人類的經濟活動，除了產生為社會創造財富的正面效應外，另一

方面又以種種形式和各種生產手段，無休止地向生態環境索取資源，

使生態量逐年減少、廢棄物逐年增加，造成社會生產力的下降與生態

環境質量上的惡化等負面效應。中共現行的國民經濟核算制度僅反映

了經濟活動的正面效應，而沒有反映負面效應的影響。為了符合可持

續發展戰略的目標，應改革現行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環境資源進

行核算，從現行 GDP 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

其計算結果可稱之為「綠色 GDP」。這個指標，實質上即代表了國民經

濟增長的淨正效應。「綠色 GDP」占 GDP 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

長的正面效應越高，負面效應越低（連玉明、武建忠主編，2005：174）。

喚醒中共當局對「綠色 GDP」的重視，實有助於生態環境與資源的維持。 

四、體現「科學發展觀」的執政理念 

    科學發展觀，乃是針對社會公共衛生、社會治安、公共教育、經

濟、自然資源等多種現實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建立一個全面協調、

可持續發展的生存環境（連玉明、武建忠主編，牛文元撰，2005：184）。

具體做法如下：  

（一）保持經濟的理性、健康增長： 

在相應的發展階段內，以財富擴大的方式和經濟規模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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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度量，去滿足人們在自控、自律等理性約束下的需求。 

（二）全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量： 

新增財富的內在質量，合理並優化經濟結構，讓資源與能

源消耗越來越少，使總體效益越來越好。 

（三）調控人口的數量增長，提高人口的素質。 

（四）維持、擴大和保護自然的資源基礎： 

保持財富的增長、滿足人性的理性需求，其實物基礎主要

是依賴地球資源的維持、深度發展、合理運用與廢棄物的

資源化。 

（五）關注科技進步對於發展瓶頸的突破： 

唯有可持續發展的科技進步，才能將研究成果積極地轉化

為經濟增長的推動力，以達到總體經濟效益增加的目標。 

（六）調控環境與發展的平衡： 

科學發展觀的目的，是在經濟發展水平不斷提高之際，也

能相應地將環境能力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以維繫人與自

然之間的協調發展。 

五、建立「人本」的社會價值觀 

    滿足人類基本生存需求和生存空間的不被破壞是一切發展的基

石。將全球、國家、區域的生存支持系統維持在規定的水平範圍內，

並維護全體社會成員的身心健康，達到收入、分配等結構上的合理，

建立以人為本的社會生存體系。 

六、增加農民收入實為民富問題關鍵 

    三農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尊重農民的經濟利益，

重視農民收入的增加更是做好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必然要求。農民

是中國大陸最大的社會群體，農民不富裕，整個國家就無法富強、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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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的增長速度便會受到制約。透過改善農民進城的就業環境、依

法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各項權益，並且加大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等方

法，帶動廣大農民持續地的增加收入、不斷地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水

平，使農村像非洲的景象不復呈現。 

七、強化人力資源體系、以人才治國、強國 

    人才問題是關係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關鍵。投資人力資本、改進

人才管理、挖掘人才潛力、激發人才活力，是富國強兵的首要戰略。

把品德、知識、能力和業績做為衡量人才的主要標準，建立具有豐富

實踐經驗與一技之長的人是人才，非公有經濟組織和農村的人也是人

才的觀念；破除具備較高知識水平和創新能力、黨政機關、事業單位

和國有企業的人才是人才的窠臼，使人才資源能充分湧流，以為現代

化建設提供充足、持續的人才保證。 

八、加快政府改革和職能轉變 

    建立不斷擴大公共服務範圍、最大限度提高公共服務質量的「服

務管理型政府」是當代政府職能的首要選擇。在市場經濟上，政府要

透過公共服務去鼓勵和保障市場經濟的運作和實現，而不是與之相

爭、抑制。社會是公民們的社會而不是政府的社會，政府是為公民社

會服務的（連玉明、武建忠主編，趙黎青撰，2005：33）。此外，政府

負有透過公共服務以保障公民的直接需求，滿足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

發展需求的最終責任。在民主與憲政的基礎上，使普遍的公民主權能

夠得到保障。 

九、加強跨區域協作及城市集聚輻射能力建設 

    地球村時代已屆臨，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流也不容抑阻。然在中

國大陸現有城市群發展過程中，除長江三角洲外，其他城市群還未能

形成具有強大主導作用的經濟中心。產業鏈條薄弱，區域核心城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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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地區聯繫也不緊密。為了加強跨區域協作及城市集聚輻射能力，

應以區域經濟思維來規劃城市發展。區域間城市不再是各自為政，而

是把自身放在更長遠的時間跨度、更廣闊的大城市範圍，考慮自身在

大城市區域中的角色和定位，從而確立城市發展的方向。同時，優化

調整整個區域內的產業結構和空間佈局，並綜合協調形成的各類區域

空間規劃，使其具有法定的權威性和約束力，從而依法對規劃區域實

施進行管理。 

十、走「世界大廠」之路，成亞洲經濟的新驅動引擎 

    世界工廠不足為傲。淺碟子的生產活動很容易被取代，廉價的產

品像蝗蟲過境一樣入侵各國市場引來反彈也會重傷本國產業，中國大

陸要走的，應該是「世界大廠」的路子，成為一座高科技、具創新、

有品牌的世界大廠，能夠在技術、市場領導全球產業的發展方向，對

消費者提供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和服務，並且以公平的競爭贏取同業的

尊敬。中國大陸是具有成為「世界大廠」的本錢，但前提是必須先審

慎處理大環境問題：  

（一）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力量：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纛下，政府深度主導監管、計劃經

濟缺乏效率和競爭力的情形到處可見。惟有讓投資者感覺不

到社會主義的存在，讓市場機制扮演發揮中國大陸資源潛能

的載具（尹啟銘，2004：91-94），才能面對開放後的競爭，

走到國際舞台和競爭者一較長短。 

（二）法規制度或法治環境的建立： 

對投資者而言，安全、安定的投資環境是做中、長期規劃，

甚至是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法規制度就構成這個投資環境

的基礎。而法治環境是否能夠健全，將關係外來投資腳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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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慢、跨國企業的長期佈局和佈局的深淺。 

（三）打破各省、市各自保護的壁壘，徹底實施經濟整合： 

中國大陸從東到西，由南至北，地大物博，各地有各自的條

件和特色。應該依據比較利益原則發展各自的特色產業，使

資源可以互通有無，得到最有效率的運用。並且整合市場，

以發揮經濟規模的效益（尹啟銘，2004：91-94），加速中國

大陸經濟的發展腳步，創立一個可以持續發展和投資的環境。 

 

貳、臺灣方面 

一、持續民生主義經濟建設的腳步 

    由於目前臺灣當局囿於統獨、去中國化的意識型態之爭，對中山

思想雖行之有年，卻也因執政者政策制訂方向有偏頗等種種因素的限

制和滲入而僅實踐了「有限的三民主義」與「部分的民生主義」。執政

當局沈溺在過去成功的經驗，以為用同樣的經驗、相同的模式便足以

應付明天的新環境和挑戰。這種策略性麻痺症，讓臺灣以為成功的果

實會繼續存在，而忽略了這個果實是過去努力的成果，明天的果實得

要靠今天的奮鬥（尹啟銘，2004：19）。終致民生經濟建設停擺，兩岸

經貿活動乏善可陳之境。臺灣經濟體質的虛弱化，勢將無法面對全球

經貿框架的快速重整，在中國大陸對台灣經貿直接、間接影響力呈倍

速提昇的同時，臺灣也將面臨空洞化和被角落化的威脅（尹啟銘，

2004：28）。值此轉捩關鍵時刻，應針對經濟進行重大改造。舉凡財政、

金融、交通、文化、土地等各相關部門均須做大幅度的變革，而民生

主義恰恰針砭問題，提供了詳盡的解決方案。臺灣大可不必礙於政治

意識型態而捨近求遠，實應繼續民生主義經濟建設，再塑一個臺灣奇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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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出迷思，力促「大中華經濟圈」的光芒綻放 

    大中華經濟圈的概念，是在 20 世紀 90 年代被提出來。是一個以

中國大陸為中心的亞洲經濟市場，以華人為主體，集結了資金、生產

力、購買力等實力的市場經濟。中國大陸在加入 WTO 之後，代表著亞

洲中心市場正式與國際主流市場合流，更確立發展成大中華經濟圈的

趨勢及中國大陸成為全球性經濟強國的地位（萬瑞君，2002：65-66）。

隨著中國大陸改革開放的深化，越來越需要的是較高級的生產要素、

較完整的產業支援體系、更細緻的市場需求和服務、自由公平競爭的

市場環境、安全穩定的社會體系的支撐。由於發展太快，這些更高級、

更精緻的發展條件無法在短時間內完全由其內部獨自創造出來。反觀

臺灣，新興科技產業源源不斷地新長出來，孕育出來的人才、技術、

生產、行銷、管理等各方面的能力和能量正是中國大陸目前最迫切需

要的元素。再加上語言、文化的相近，臺灣企業當是最能夠深入中國

大陸的每一角落，也最能夠發揮投資的外部效益（尹啟銘，2004：

130-131）。換言之，臺灣和中國大陸之間，有著許多可以互補的地方；

臺灣更應化被動為主動，從正面、積極、策略性的角度，適度地解除

管制措施，與中國大陸進行經貿合作，進而推動經貿整合，走出兩岸

關係的死胡同（王兆軍，1997：1），共創兩岸雙贏的局面。 

 

第三節  研究展望 

    經濟全球化進程是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堅持改革開放

和保持穩定則是中國大陸發展的基本條件。20 多年來，中國大陸的改

革開放與經濟全球化二者之間存在著互為促進的關係，中國大陸這個

大市場的對外開放，正改變著國際資金和商品的流向，為世界經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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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提供了新的動力和潛力（Jacques Adda 著，何竟、周曉幸譯，2000：

19）。中國大陸處在這樣的全球賽局中，面臨的是一個沒有正式頭號強

國的多極世界，且隨著共產主義的終結、世界人口的成長與老化、各

國經濟往來的全球化走向（Lester C. Taurow 著、李華夏譯，1998：

序），要想成為全球領袖，勢必擁有外部既能理解又能滲入的經濟和社

會環境（Lester C. Taurow 著、李華夏譯，1998：183）。中國在憲法

明定「沿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路」、「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

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精神文明協調發

展」。此類概念含混不清，畢竟用意義不明確的語言，比用清晰的字詞

更易於達到「洗腦」的目的，使無知或教育程度不高的民眾，更容易

接受（張五常，1989：190-191）。然而，為了不讓經濟成果受到任何

負面的影響、使世人更能了解中國各方面的發展與基本意涵，並遂其

追求大國地位的抱負，中共勢必也得採取一種平衡的作為。這種帶有

「資本主義」色彩的字眼，是否將隨著大陸的深化改革與開放而正式

走入中國的體制？亦是否又意謂著中國將因經濟體制的變革而邁入資

本主義的道路？值得吾人進一步觀察。 

    此外，在世界體系理論中，認為從邊陲國家到半邊陲國家，可以

透過：一、抓住機會，二、引進外力推動國內發展，三、自力更生三

種方式來發展。從現今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改革策略看來，顯然是採取

向其他國家學習、模仿、引進外力或是花錢購買先進技術以實現本國

技術進步、推動國內發展的比較優勢戰略。中共在經濟上與核心國家

合作以求得到發展，在技術、人才、產業未能獲致更高層次的提昇之

際，是否有落入依賴理論邊陲經濟之虞？並因經濟的依賴性，受制於

核心經濟的支配而產生社會階級不平等、衝突遍生的邊陲社會？抑或

是得力於先進國家的協助，加之以自身的得天獨厚和努力，而終致成

第八章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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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國家的一員？也是中國如何從發展中國家躋列核心國家的前途

中，極須審慎與重視的一環。 

    台海兩岸的意識型態之爭，因政治體制的迥異而肇始。中國大陸

在經濟上求改革，在社會中謀開放，但政治體制的創革卻始終在原地

打轉，無法更進一步。在「政改落後於經改」的步調中，讓人費疑中

共政權會不會導致經濟改革的最後失敗？而臺灣也企圖利用台獨一途

來解決兩岸問題，也使人擔憂台獨是否將成為台海戰事的導火線？說

到底，兩岸問題並非統獨的意氣之爭，關鍵點乃在於「制度」的不同。

兩岸領導人將如何發揮大仁大智，順應民生主義的時代潮流，以最自

然的方式進行制度上的統合，以民生主義作為兩岸共同現代化的必由

之路，藉由經貿活動的強化與信任，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整合，以保

障兩岸人民的最大利益，是考驗兩岸領導人智慧與耐力的試煉石。凡

此，定將是全中國人關注的議題，也將引爆世人未來更多、更深入的

探究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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